
最美的坚守
当大多数人与亲朋好友相聚、

游玩，惬意地享受国庆长假时，他们
却依然坚守岗位……

图一：2 日，咸宁高新区元气森
林项目，工人正在安装厂房外墙隔
板，为加快项目建设挥洒汗水。

图二：3 日，市交警支队城区大
队民警放弃节假日休息，在城区各
个重要交通要道、十字路口指挥交
通，全力保障市民平安出行。

图三：5 日，城区环卫工人坚守
岗位，用辛勤劳动守护城市的清洁
和美丽。

图四：3日，银泉大道，咸宁特警
在街头巡逻，维护治安秩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夏正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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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特约记者徐大发
报道：9月28日，通山县大畈镇板桥村油茶基
地，果树布满山头，红褐色果实压弯了枝头。

该基地由湖北天宇农林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主要为公司生产茶油等农副产品提
供原材料。

“10月下旬就可采摘，可为茶油生产提
供充足的原材料。”天宇农林公司董事长虞少
伟说，自从申请农产品地理标志后，产品销量
节节攀升。

天宇农林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来，产品
主要通过线上（70%）、线下两条渠道销售，但
由于“绿色食品”等各类认证较少、品牌不响，
销量很难提升。

公司总经理张冬锦回忆，2018年在武汉
参加农博会，不少客户表示“不是绿色也不是
有机”，多笔订单因此流失。

因此，该公司决心申报“绿色食品”“农产
品地理标志”等认证，并很快找到县农业农村
局了解申报程序。

“我们通过上门提供标准化技术指导，根
据等级标准做好每一项准备工作，确保企业
顺利通过申报，提升市场竞争力。”县农业农
村局副局长夏友杰说。

随着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备受青睐。所以，农业产
业欲发展壮大，创品牌、强质量势在必行。

近年来，通山从“三品一标”（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入
手，积极宣传动员域内农业产业申报“三品一
标”认证，针对不同农产品和认证标准制定专
项指导流程，确保企业申报成功。

“申报成功后，效果特别明显，特别是线
上销售有了质的飞跃。”张冬锦说。

近两年，天宇农林相继通过了“绿色食品”
和“通山油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线上销售
额由2018年的100余万元，增长至2020年
1000多万元，预计今年将突破4000万元。

“得到认证后，我们会对企业进一步加强
监管。”通山县农业农村局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股股长聂玉婷说，通过定期不定期对
产地环境、产品质量等进行监测，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品牌不受影响。

目前，通山“三品一标”农产品共有57
个，其中无公害农产品34个、绿色食品16
个、有机食品2个，农产品地理标志5个，今年
计划将完成绿色食品认证8个、农产品地理
标志认证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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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市上下围绕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全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着力化解民生难题，跑出解
决实事“加速度”，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
了党史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是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也是推动学习
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的主要载体。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要做到把学史力

行作为落脚点，坚持“深实严细久”工作
标准和“五到四从四多”工作要求，真正
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学史力行办实事，要做到以上率
下。要围绕省委、省政府实事项目清单
进行对照梳理，将各项领办任务和重点
工作项目化、具体化，一件一件推进落
实。各级党委（党组）履行好主体责任，
把握时间节点要求，高质量完成领办任

务，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各级党员
领导干部发挥好表率作用，带头做到明
理增信、崇德力行。

学史力行办实事，要做到统筹兼
顾。要协调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
作，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开
展特色鲜明、内容丰富的学习教育。 要
结合咸宁实际，突出咸宁特色，抓好特色
活动的提炼、提升。要聚焦民生办实事、

统筹兼顾抓发展，真正把“办实事”成效
体现在民生福祉增进上，体现在社会大
局稳定上，体现在发展质效提升上。

学史力行办实事，要做到务求实
效。各地各行业要立足职能和岗位实
际为群众办实事，切实把实事项目办实
办好、办到群众心坎上。要抓好长效机
制建设，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走深走实，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史学
习教育的实际效果。要转变工作作风，
使为群众办实事成为党史学习教育成
效的具体体现和重要检验。

学史力行办实事
○ 朱哲

城市小区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
力的重要体现，是文明创建的重要基
础，直接关系着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近年来，赤壁市主动适应城市发展
新形势新要求，深化新时代党建引领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不断创新方法模式，
助力小区文明创建。

近日，记者走进赤壁新领地小区，
现场感受治理水平大提升带来的文明
创建新风尚。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
文明素质水涨船高

9月1日，走进赤壁赤马港街道北
站社区新领地小区，绿树成荫、鸟语花
香，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环境，令人眼
前一亮。

小区一角，一些施工人员正在建设
电动车停车棚和充电设施。

“像这样的停车棚，我们将建4-5
个，以满足今后居民的停车需要。”小区
业委会主任熊新建说。

新领地属于大型小区，共有2980户，
常住居民达到1059户，管理难度较大。

“前几年，随着小区入住的居民越

来越多，车辆乱停乱放现象比较突出，
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些业主怨声载
道。”熊新建说，后来在社区党委的领导
下，小区成立了党支部、业委会和红色
物业，小区大小事都有人管理，居民的
生活质量越来越高。

小区党支部书记刘德文说，针对停
车难问题，小区一方面组织召开“圆桌
会”，采用“四民工作法”（民事民提、民
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通过争
取上级资金建设停车棚、充电桩，划分
不同车辆停车区域，增设、临时征用停
车位等方法，解决“停车难”问题。另一
方面，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如制定居民
公约、张贴温馨提示等方式，引导居民
积极参与文明创建。

过去，有居民将车停在了消防通道
上。于是，物业公司将他们请到小区街
坊邻里中心，观看文明创建宣传片，现
场进行教育谈话，此后，小区车辆乱停
乱放、占用消防通道以及乱丢乱扔垃圾
等不文明行为销声匿迹。

近年来，北站社区坚持党建引领，
推进党的“神经末梢”向居民小区、楼栋
延伸，充分发挥社区和小区党组织引领
作用，由小区党支部主导定期召开由业

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等共同
参与的小区“圆桌会”，收集小区“需求
清单”和群众“微心愿”，协商解决困难
问题。

小区治理井井有条，生活环境越
来越好，居民文明素质也随之“水涨
船高”。

多元共治活力迸发
文明创建深入人心

“有了这些钱，终于可以把阳台装
饰一新了！”近日，家住新领地小区11
栋的刘华收到了楼上居民的1500元装
修赔偿款，心情特别好。

原来，因为楼上居民家阳台漏水，
导致刘华家阳台吊顶产生霉点，门套也
因此受到损坏，一家人经常为此烦恼。

经过小区业委会委员、楼栋长饶勤
的多次耐心调解，两家人达成赔偿协
议：由楼上居民赔偿刘华1500元现金
用于更换吊顶及门套，如再出现漏水，
则由楼上居民负责维修。

“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
是我们做好小区治理的主要原则。”饶
勤说。

这是新领地小区激发多元共治活

力、帮助化解矛盾纠纷、助力文明创建
的一个场景。

社区多元治理涉及党政机关、居委
会、社会组织、居民等多个主体，北站社
区以党建为引领，带动资源向基层下
移，加大社区多元主体参与力度，不断
推进社区多元治理工作精细化发展。

自开展下沉社区活动以来，赤壁市
水利和湖泊局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到新
领地小区，上门向居民宣传介绍文明城
市创建的目的和意义，听取社区居民对
创文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号召社区居民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

宣传只有真正“接地气”，才能“有
人气”。北站社区整合各类宣传载体
和文化阵地，汇聚宣传力量，加大对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宣传报道，营造
出社会各界支持、群众积极参与的良
好氛围。

目前，新领地小区共有党员91人，
全部到小区报到，参与“设岗定责”，主
动认领服务岗位；小区居民自觉遵守社
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争做文
明城市创建的建设者、宣传者、参与者，
文明创建理念不断深入人心。

（下转第二版）

文明之花遍地开
——赤壁北站社区调研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祝宝成 镇强 通讯员 但唐静 贺祖清

6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社区行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
记者童金健、通讯员李攀龙报
道：9月25日，是赤壁长江公路
大桥通车的日子。当天上午，
一辆乘坐48名游客的旅游大巴
从大桥驶过，成为赤壁首个跨
江出游的旅游团。

当旅游大巴行驶在赤壁长
江公路大桥上时，大家都充满
自豪和喜悦，忍不住用手机拍
照、分享。

“看赤壁长江大桥美景、游
仙桃梦里水乡景区，一举两
得。”年过六旬的游客胡其才
说，以前自驾去仙桃，要排队等

候轮渡，现在直接上大桥，不仅
道路通畅，还可以欣赏长江美
景。

万通缘旅行社导游程军告
诉记者，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没
有通车之前，要到仙桃梦里水
乡景区，先要去赤壁镇等候轮
渡，或者绕道从嘉鱼长江大桥，
路上时间要多花2个小时，加起
来要5个小时左右。如今大桥
通车，只需2个小时就可以到
达。

据悉，自赤壁长江大桥开
通后，欣赏跨江大桥美景，成了
赤壁市各旅行社的热门线路。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通车首日

首批48名游客组团跨江出游

新华社北京10月7日电 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大会将于10月9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
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
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
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9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 记者丁伟、通讯
员徐鹏报道：近期，崇阳县“信
用培植”工程省级先行示范区
创建工作取得重大进展，第一
阶段10家企业通过县直各职
能部门联合信用培植辅导，
顺利获得银行贷款共计3852
万元。

今年来，为缓解中小企业
融资难，崇阳县出台了《崇阳县
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信用培
植工程方案》，通过采取部门
推荐、联合协商、共同核实、分
类办理、银行主办、一企一策
方式，明确每轮帮助10家以上
融资难中小微企业进行正常
融资。

经过前期的认真筛选，美
尔卫生、昌奇电子等38家企业
已成功入选信用培植辅导平台

后备库。其中，美尔卫生等10
家企业作为首批辅导对象正式
入选信用培植平台。

针对湖北梓泽陶瓷有限公
司因不动产权证未办导致银
行贷款未获批问题，县金融办
及时组织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主办银行等单位召开碰头
会会商解决，协助企业补齐办
证所需资料后，一个工作日就
帮助企业办好不动产证，县邮
储行于8月初向企业发放贷款
300万。

据了解，通过政府职能部
门和金融机构的协同发力，高
效解决了10家入选企业面临的
融资困难，修复了企业信用，把
中小微企业融资由原来的“担
心、揪心、烦心”变为“信心、放
心、舒心”。

崇阳“信用培植”结硕果

首批10家中小企业融资385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