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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建工集团

帮助迷路老人回家
本报讯 通讯员孙虹报道：“太感谢你们了，要不是

你们及时相助，真不知道老人家会出什么意外。”近日，在
赤壁建工集团下沉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走失老人重
回亲人身边，其家人向工作人员连声致谢。

12月2日清早，一位老人步履蹒跚地在赤壁蒲圻街
道铁山社区疫情防控值守点周边徘徊，并且神情恍惚。
赤壁建工集团值守工作人员方东见状，立即上前询问老
人情况，并将老人带到值守点。当天值守点带班领导赤
壁建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蔡涛通过交谈，发现老人
除了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都记不清了。

蔡涛随即将老人照片发到铁山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微
信群中，让大家一起帮忙寻找老人家人，同时，给老人端
来早餐。

“伸一次援手，帮助一个人，就是一次正能量的传
递。”赤壁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运涛表示，将继续
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将党旗牢牢插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赤马港综合执法中心

寒夜巡查强督导
本报讯 通讯员罗亚军报道：为强化社会面风险防控，

切实推动“场所码”使用全覆盖，压紧压实商业场所疫情防
控责任，连日来，赤壁赤马港综合执法中心疫情防控督促专
班，不分昼夜巡查在辖区大街小巷，做好指导和督导工作。

近期，赤壁市气温骤降，赤马港综合执法中心疫情防
控督促专班冒着风雨走进夜市餐饮店铺，检查店铺“场所
码”设置情况，叮嘱指导业主落实防控措施、规范经营，按
要求提供打包服务、不设置堂食等，提醒顾客扫“场所码”
进入。广大经营业主们纷纷表达理解和支持。黄盖路棒
棒骨的老板说：“你们辛苦了！你们的叮嘱我一直都严格
遵守，所有的顾客都是打包带走的。”还有一些经营业主
见他们非常辛苦，给他们赠送食品，他们都婉言谢绝：“谢
谢你们的好意！防疫期间，大家都不容易，希望通过我们
共同努力，争取早日战疫胜利！”

目前，该专班已组织人员86名、车辆6台，分班每天
24小时不间断巡查，入店检查18000户次、指导设置“场
所码”1680户、纠正堂食150桌次、发放口罩530只。

“赤马港综合执法中心坚决按照相关工作要求，严守
工作纪律，抓实抓细防疫工作，执法为民，服务为民，奉献
为民，为全市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作出应有的贡献。”执
法中心负责人刘强表示。

共聚合力

赤壁爱心企业显担当
本报讯 通讯员王仁慧报道：“能够为赤壁疫情防控

工作贡献微薄力量，我很荣幸，相信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一定能胜利。”12月4日，赤壁市澜馨新型农业专业合作
社董事长魏兰兰带着慰问物资来到疫情防控点，为抗疫
一线工作人员送温暖。

连日来，赤壁市商务局广泛收集赤壁市保供企业的
爱心意愿，组织盛百客超市、家联超市、百联超市、天骄华
庭超市、赤壁市澜馨新型农业专业合作社、赤壁市城市商
贸商会等爱心企业开展为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送温暖活
动。爱心企业深入赤壁市20多个防疫执勤点，为抗疫一
线工作人员送上面包、饮料、水果、方便面、饼干等价值近
万元生活物资。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赤壁市保供企业按照赤
壁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在赤壁市商务局组织带领下，
迅速启动市场供应保障机制，确保市民生活物资供应渠
道畅通、货源充足、价格稳定。在做好企业自身疫情防控
的同时，不少爱心企业主动作为，用暖心举动为一线疫情
防控人员送上温暖和支持，彰显企业担当。

赤壁中医医院

9人获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通报表扬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为树立典型、鼓舞士

气、凝聚力量、攻克时艰，近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布《关于对支援省内外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给
予通报表扬》，对赤壁市中医医院援琼人员胡元香、卢幼
霞、程雪生、石红霞、贺香香、皮军，以及援襄阳刘琪琪、援
恩施姜瑛、援荆州廖梅芳等医务人员，在省内外疫情防控
支援任务中的突出表现予以通报表扬。

自今年8月海南疫情暴发以来，在咸宁市卫健委统
一调度、赤壁市卫健局积极组织下，赤壁市中医医院先后
选送业务骨干9名，支援海南省以及我省襄阳市、恩施
州、荆州市等疫情地区，参与当地核酸采集、核酸检测等
疫情防控工作。

同济赤壁医院

开展“323”攻坚大型防癌筛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吴杰报道：12月5日，同济赤壁医

院开展挂牌七周年暨湖北省“323”攻坚大型防癌筛查活
动，邀请省人民医院宋启斌教授鄂南肿瘤工作室各领域
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优质诊疗服务。

活动现场，不少群众前来咨询，专家通过询问病史、
测量血压等方式对患者病情做出分析解答，提供专业治
疗方案；向群众宣传科学防癌抗癌知识，提高对癌症的预
防筛查和早诊早治的认知和接受度，做到“早预防、早发
现、早治疗”。

活动为期15天，主要提供肺癌、胃癌、结肠癌、宫颈
癌、乳腺癌、子宫肌瘤、前列腺癌等各类肿瘤筛查和检查
项目，同济赤壁医院将每天安排肿瘤专家坐诊，切实满足
市民的咨询问诊需求。

燃气供应关系着千家万户。赤壁市久安
燃气有限公司把“疫情防控、安全保供、应急
处置”作为当前重点工作，提前谋划，精准服
务，全力守护千家万户“烟火气”。

12月6日，在久安燃气充装站，工作人员
正有条不紊忙碌着。检斤、充装、水检、叠瓶
……一个个空瓶经过半自动化设备的充装后
被整齐摆放在完成区，随后由专门的驾驶员
和押运员配送到指定供应点。

“为了确保我市燃气行业安全、平稳、优
质发展，消除危险源和安全隐患，公司采取一
站多点的运行模式，下设15家配送站，实施
钢瓶信息化、智能化、一、二、三级配送闭环管
理，保证用户安全用气。”赤壁市久安燃气有
限公司软件工程师曾子鑫说。

冬季用气需求激增，为确保供气安全，久
安燃气有限公司制定冬季保供方案，加强燃
气供需形势监测，从充装、安检、上门服务等
多方面着手，全力做好各项工作；并成立应急
小组，全员24小时备勤，全力保障燃气安全
稳定供应。

“联系电话都是24小时保持畅通，随时
准备为居民提供上门服务。我们的保供人员
在上门服务期间，会对居民家中的用气环境
进行安检，然后会发放燃气使用安全常识宣
传单，保障居民家中的用气安全。”曾子鑫说。

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久安燃气坚持做
好安全生产和保供工作，积极与公司下设各
供应点沟通，提前将液化气部署到各供应点
上，确保各供应点燃气充足。

“燃气供应是一个民生问题，保供工作是
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久安燃气员工到城区防
疫卡点与值守人员积极沟通，发放城区燃气
24小时供应热线单，在各值守人员的大力支
持和帮助下，城区液化气供应依旧稳定。”曾
子鑫说。

赤壁市久安燃气有限公司属于赤壁市商
发集团成员企业，设计标准为三级液化石油
气储备充装站，总储气量860吨，应急储备量
530吨，日充装能力45吨，能够确保该市居民
正常用气，在应急情况下可以保证该市居民
正常用气一个月。

12月7日，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
党员服务队来到中亮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进行实地走访，进一步了解企业用
电需求，并对电气设备进行体检，确保
企业安全可靠用电。

当天上午，在生产车间，党员服务
队队员对企业生产车间相关用电设备
进行检查，重点对企业的配电室、配电
线路、生产车间等电气设备进行检查，
排查安全隐患，保障企业用电无忧。

“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用电负荷较
大的工厂开展特巡，对重要设备进行
测温及重点检查，防止发生因温度过
高导致的设备烧毁现象。”国网赤壁市
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队员田涛说。

为更好地服务用户，国网赤壁市
供电公司还根据企业分布、用电特性
及负荷状况，实时跟踪掌握企业生产
用电需求和经营状况，持续优化用电
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用优质服
务助推企业发展。

“我们有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电
话，他们总是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
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把问题解决
掉。另外，赤壁供电公司还定期上门
进行电力检修、维护，排查各类用电
安全隐患，保障了我们企业生产安
全。”赤壁市中亮光电人事部经理刘
朝晖说。

入冬以来，用电量增加，国网赤壁
市供电公司将持续开展电力服务，对
企业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整
改，确保企业供电安全可靠。

“为保障企业冬季安全用电，我
们目前已对高新区100多家企业的
用电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下一步我
们将持续为企业提供‘亲情式’‘贴心
式’的电力服务，把冬季安全用电工
作做到家，针对发现的问题隐患，及
时下达整改通知单，督促企业限时整
改。”国网赤壁市供电中伙供电所主
任邱楷说。

守护万家“烟火”
○ 通讯员 吴杰

上门服务助发展
○ 通讯员 昌文 吕子豪

受近期低温天气和疫情影响，赤
壁市赤壁镇东柳村的蔬菜销售受阻，
对此，赤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
速组织赤壁市商务局、农业农村局、供
销社、经管局等部门积极应对，为菜农
想办法、出实招，广开销路。

12月2日上午，由赤壁市商务局、
农业农村局、供销社、经管局、百家生
鲜超市进小区工程共同发起的活动在
赤壁镇启动，赤壁电商平台协会的多
个直播账号同步开播，开展为期一周
的直播带货活动，积极通过线上推广
和销售的方式将赤壁镇东柳村的新鲜
蔬菜卖出去，切实增加菜农收入。

与此同时，在赤壁镇东柳村蔬菜
种植合作社，湖北农政供销社联合社
正将采摘下来的新鲜西兰花打包装
车，运往城区37家农政生鲜超市直营
销售。

赤壁市志愿者协会也组织志愿者
们在赤壁市人民广场和西湖停车场进
行现场销售。

“今天我妈妈带我来‘赤壁益家人
’做志愿者，农民伯伯很辛苦，我希望
有人能买这个菜，帮他把菜卖出去。”
志愿者龚美玲说。

此次活动采取套装销售，一份套
装由2个贝贝南瓜加3棵西兰花（3斤
左右）组成，约重5斤，线上线下统一
价销售为9.9元一份。

持续升温的助农活动，也成为赤
壁市寒冬里的一抹暖色。一头关系着
居民的“菜篮子”，一头牵着菜农的“钱
袋子”。活动将有效打通供需通道，让
农民保收入，让市民少花钱。

“这次采取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志
愿者帮忙销售的模式，帮助解决我们
农户的燃眉之急。下一步，我们将联
合供销社，积极联系各大农贸市场，把
我们最优质的农副产品推广出去。”赤
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谢祚华说。

本报讯 通讯员昌文报道：农贸市
场人员密集、流动性大，是疫情防控的
重点场所之一。连日来，按照赤壁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该市各农贸市
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筑牢
疫情防控“安全线”，保障好市民“菜篮
子”。

12月2日，在赤壁市周画岭农贸市
场入口处，工作人员正提醒市民扫“场所

码”进场，查看健康码、行程码及48小时
核酸证明等信息。前来采购的市民都能
自觉佩戴好口罩，配合市场工作人员，有
序进场购物。整个市场干净整洁，醒目
的位置摆放着疫情防控宣传、温馨提示
展板等。

“我感觉很好、很安心、很安全，每次
进来都扫码，排队也有秩序，每个人都戴
口罩。”市民说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砂子岭智慧
农贸市场强化场所内经营商户管理，严
格落实落细测温、验码制度，并将市场
原有的两个出入口改为实行“一进一
出”模式，有效管控人员流动，做到一天
至少2次清洁消杀，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

“口罩每日必须要戴的，核酸检测从
24日开始，每日都检测了。”周画岭农贸

市场经营户杜先生说。
“经营者要求达到‘五天四检’，48

小时核酸阴性才能进入市场。市场做到
每天早晨8点消杀一次，下午5点消杀一
次。消费者进入必须凭48小时核酸证
明，佩戴口罩，扫码入市。这期间市场价
格与平时价基本一致，没有涨价现象、囤
货现象。”砂子岭智慧农贸市场办公室主
任李先华说。

本报讯 通讯员昌文报道：寒潮来
袭，气温持续走低。为确保农作物能够
顺利越冬，赤壁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做好
大棚蔬菜的防寒防冻工作，指导帮助群
众做好防范，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2月1日，赤壁市农业农村局组织
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情

调查，推进防灾技术措施落地。
在新店镇望夫山村华丰农业、蒲首

山村蔬菜种植基地、赤壁镇东柳村蔬菜
种植基地、黄盖湖镇益亩田农业蔬菜基
地，农业技术员一边查看蔬菜生长及设
施情况，一边叮嘱农户做好此次降温的
应对措施。

“希望广大农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及时采取保温措施，育早春苗更加要注
意保温。要对大棚进行加固，有破漏要及
时修复，同时大棚要注意通风降湿，通风
要注意开门方向，不能对着上风头，同时
要注意棚内湿度，防止发生病虫害。”赤壁
市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钱直荣说。

当前油菜进入越冬期，农业技术员
针对油菜不同自然生态类型、不同栽培
方式，提醒农户加强油菜田间管理。

“针对长势旺盛的，要控苗。苗子弱
的，晴天要进行叶面喷湿，用叶面肥。针
对今年的寒潮，要做好田间清沟排积。”
钱直荣说。

打好“组合拳”

赤壁解菜农“燃眉之急”
○ 通讯员 修照宇

农贸市场：筑牢“安全线”保障“菜篮子”

赤壁积极做好大棚蔬菜防寒防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