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仙桃掠影
●3月22日，为期三天的植保

无人机培训圆满结束。此次培训
由市众鑫农机专业合作社组织，广
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专家负责培
训，培训采取理论培训与现场操作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传授无人
机性能参数、机具结构、操作规
程。培训结束后，市农业农村局与
广州极飞科技有限公司对参训学
员进行了现场考核，并对考核合格
的机手发放无人机操作员证，为农
户提供植保飞防服务。20名社员

参加了培训。 （胡纯波）

●3月14日，陈场镇居民周先
生到陈场派出所反映其子两天未
归，心急如焚。民警将周先生儿子
的相关信息在朋友圈进行转发，并
与周边县市派出所联系。3 月 19
日，天门市横林派出所与陈场派出
所联系，在其辖区发现此人，并将
周某安置在派出所。周先生的儿
子终于安全归家。

（许立菊 王静庭）

●为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增强
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提高安全生产
保障水平，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连
日来，剅河镇安监办联合派出所等
单位，对全镇易燃易爆场所、道路
交通、建筑施工、服装企业、商店、
酒店等各类经营单位和人员密集
场所进行了重点检查。

（许立菊 黄丽萍）

●3月20日，干河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联合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展

学雷锋老年人、慢性病志愿义诊活
动。活动中，医疗志愿者向群众免
费发放健康宣传资料，把脉问诊、
免费测量血压、体重、B 超、心电
图、尿常规、血常规，并对群众提出
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健康问题进行
答疑解惑。此次活动共接受各类
咨询 1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150余份，干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志愿者们用真诚热情的服务态度，
专业的诊疗技术，赢得居民好
评。 （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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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平）连日来，
三伏潭镇官岭村七旬老人勇救落水
姑娘的故事，受到人们称赞。

老人叫卢洪年，67 岁，家住官
岭村五组。3月7日晚8点多，他正
和邻居闲聊，忽然听说本村一名年
轻姑娘吵着要寻死，他立马跟大伙
一起往1公里外的“毛小桥”上跑。

可桥上什么动静都没有。大家
赶紧拨打姑娘手机，发现手机铃声
居然在桥上响起。卢洪年下意识奔
到桥边，趴到栏杆上就着电筒光往
下一看：只见河面上有人冒出来，往

上冲了几下，带起几股水柱，随后就
沉下去了。

“得赶紧下水救人，否则这伢没
命了！”卢洪年几个箭步冲到大桥南
头，一边从斜坡上往下跑，一边扔掉
大衣、脱掉鞋子，“扑通”一声跳进河
里，奋力向落水者游去。

凭着好水性，老人很快游到姑
娘身边，用一只手托起她，另一只手
努力划着。姑娘比较胖，气温又很
低，只几分钟，老人就感觉体力严重
透支，“千万不能丢手！”他提醒自己
哪怕以命换命也要把姑娘救上岸。

河面平时宽三、四十米，那几天
涨水，显得格外宽、格外深。到最后
的两三米远时，老人实在没力气了，
他只好深吸一口气，一个猛子扎进
水里，用双手撑着河底淤泥，双脚倒
推着把那姑娘勉强推到了岸边。在
岸边乡亲的帮助下，落水姑娘终于
被成功救起。而他，又在水里“悠”
了好一会儿，等力气恢复了一点才
慢慢划到岸边，被人拉上岸。

瘫倒在岸边草坡上，水淋淋的
老人意识模糊了。他浑身发着抖，
一只脚上的袜子已被冲走。大伙七

手八脚把他抬回家，喂姜茶、洗热水
澡、烤火，一个多小时后他才慢慢清
醒过来。

听说落水姑娘没事，老人放下
心来。面对儿女们又惊又怕又自豪
的嗔怪，老人笑着安慰：“万一上不
来，我一条老命换一条年轻生命，也
值！”

本报讯（记者 樊碧波）3 月 26
日，全省养老保险工作会议在我市召
开，总结2018年全省养老保险工作情
况，分析当前养老保险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部署今年重点工作。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易
望汉出席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郭生元陪同调研。

会议学习传达了全国社会保险局
长会议精神、全国社会保险扶贫推进
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会议精神，
仙桃、武汉、黄石、襄阳等地做了经验
交流。

2018 年，我省加快全民参保计
划，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参加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达到3885万人，年度基金
收支总规模达 4700 亿元，累计结余
1249亿元。深入实施社保共享计划，
企业养老金实现“十四连调”，机关事

业单位第3次同步调整，惠及全省550
多万退休人员；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
实现“两连调”，全省 750 余万城乡居
民受益。

会议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服务全省“一芯两带
三区”战略布局，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以防范化解风险为主线，以落实改
革任务为重点，以规范化、信息化、数
字化为方向，持续加强系统行风建设，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会前，易望汉一行还来到我市毛
嘴镇综治中心、服装产业园、古堤村、
小桥口村和市社保服务大厅，调研我
市综治工作情况。

本报讯（记者 张钰）3 月 26 日，
副市长唐雷带领住建、城投相关部门
负责人，现场督办城建重点工程项目
建设情况。

唐雷来到汉南河河道清淤现场，
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工程情况的汇
报，实地了解河道清淤进展。汉南河
施工段面为北坝闸到麦芽厂桥段，全
长680米，清淤宽度24米，淤泥深度为
2 米。施工现场，挖掘机正在忙碌作
业，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施工中。唐雷

仔细询问了项目进展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并对相关具体事项与随行部门
负责人进行现场交办。

随后，唐雷来到新城大道综合
管沟现场，综合管沟建成后，将各种
弱电管线、强电管线入地，以解决天
空蜘蛛网攀线问题。唐雷仔细查看
了图纸，就施工方案具体细节与相
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交流探讨，协调
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困难。

市领导督办城市建设重点工程

本报讯（记者 陈亚东）3 月 26
日，全市农村能源春季“五大”（大培
训、大排查、大检修、大出料、大进料）
活动和项目建设现场会召开，会议旨
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市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推进“三沼”综合利用，促进生态
循环农业发展，打好农村能源生产的
主动仗。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能源
局、各乡镇能源服务站、技工代表以及
监理公司代表参加了会议。

当天，与会人员一同参观了郭河
镇凤林养殖场“五大”活动现场和张沟
镇排湖村董赶林养鸡场小沼工程建设
现场，并由工作人员为大家讲解了沼

气池的工艺流程、设施设备、工作原
理、工程建设等内容。在随后的会议
中，工程监理讲解员为大家从平衡补
料、定期搅拌、换脱硫剂、管道维护、保
温以及安全管理等方面，详细讲解了
沼气池管理使用的技术要点。

市生态能源局表示，2019年将全
面落实省、市两级对农村能源工作的
部署，进一步夯实农村能源发展基础、
高标准完成项目建设、拓展农村能源
建设领域、加快农村产业绿色发展、强
化行业监管责任、落实精准扶贫工作、
全面加强能源队伍建设，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贡献力量。

全市农村能源“五大”活动现场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张钰）3 月 25
日，72岁的肖清麟婆婆来到本报编
辑部，拿着刚失而复得的手机，为素
未谋面的好心人拾“机”不昧行为点
赞。

上周四，肖婆婆从满庭春站点
乘坐15路公交车回家时，不慎将手
机遗失在车上，正心急如焚时，肖婆
婆接到了满庭春公交服务站点的失
物认领通知，让其前去认领手机。

原来，是好心乘客捡到手机后默默
放在了服务站点，由于肖婆婆的手
机未上解锁密码，工作人员在通讯
录中联系上了其女儿，遗失的手机
得以物归原主。

“手机虽小，但这位好心人的善
举让我很感动。”肖婆婆说，由于对
方未留姓名，工作人员也无从联系
上。“做好事不留名，简直就是‘活雷
锋’嘛。”肖婆婆的言语里满是感激。

好心市民拾“机”不昧
物归原主获点赞

本报讯（记者 胡平）自本月
22日起，胡场镇对全镇无纺布卫材行
业及企业安全生产开始了拉网式检
查整治。15家企业接到“警示令”。

全市无纺布卫材行业专项整治
大会召开后，胡场镇立即行动，全面
部署专项整治工作。由镇安监办、工
商、食药监、派出所等执法部门联合
组建的工作专班，对辖区内11家无
纺布经营单位逐一检查。当发现9

家无纺布代加工企业无法提供相关
合同时，工作专班当即责令其整改。

专班同时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
大检查，要求各企业始终绷紧安全
弦，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各项管理措
施，确保有效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

据了解，这次专项检查行动共
排查全镇17家经营单位，下达整改
通知书15份,其中停电整改9家，限
期整改6家。

胡场镇：

拉网式检查整治无纺布企业

本报讯（记者 胡圣 通讯员 程
佳颖）3 月 22 日上午，我市在仙桃
中学举行“遏制结核,健康校园”世
界防治结核病日启动仪式。300余
名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疾控中
心，城区各学校、城区医疗卫生机构
相关负责人和志愿者参加。

今年3月24日是第24个“世界
防治结核病日”，宣传主题是“开展
终结结核病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
国”。这次活动旨在通过多手段齐

抓共管，遏制校园结核病的蔓延趋
势，让学校结核病得到有效控制。

近三年来，我市学校结核病疫
情呈逐年上升趋势，形势日益严峻，
遏制校园结核迫在眉睫。市疾控中
心发放宣传单为学生普及宣传知
识，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结核防治
知识宣传讲座。同时市疾控中心还
通过官方微博、12320 卫生热线向
公众传播结核病防治政策和科普知
识。

我市开展“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本报讯（记者 胡圣 通讯员 胡

逢庆）养老服务机构作为老年人生
活的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工作一直
是市社会福利院安全生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市社会福利院院积极开展
消防应急演练，建立了长期消防培
训计划与日常巡查制度，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效果。

3 月 20 日上午，福利院干部职
工与部分老人参加了 2019 年第一
季度的消防演练，演练由三个环节
组成，学习消防安全常识、熟练使用

消防器材、火灾应急预案模拟训练，
整个过程有条不紊、环环相扣，达到
了预期目标。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
府都加大了对养老院安全隐患治
理工作的力度，市社会福利院认
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采取

“日检查、月培训、季演练”多种形
式，全方位、高质量的提升干部职
工的消防安全知识以及火灾应急
能力，极大地保障了养老机构安
全运行。

市社会福利院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李兵）3 月 26 日，
伴着喜庆欢快的锣鼓声，市委常委、市
人武部部长傅志阳，市人武部政委杨
勇一行来到三伏潭镇下夹沟村，走访
慰问荣获二等功的现役军人彭辉红的
家属，送去二等功喜报和慰问金，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军属家中。

出生于1974年的彭辉红，于1992
年入伍，现为武警北京市总队某处处
长。先后参加过国庆 45 周年、50 周
年、60 周年和北京奥运会安保，建军
90 周年阅兵、全国“两会”、“高峰论
坛”、“十九大”、“一带一路”、中非合作
论坛等安保专项训练，荣立个人二等

功 2 次、三等功 7 次；2018 年，被评为
全军训练保障领域专家库成员。

彭辉红的父亲彭志高今年 80 岁
了，也是一名军人，曾在东北当兵。接
过喜报，老人十分激动，也格外高兴。
面对前来道贺的乡亲们，彭志高乐得
合不拢嘴。他说，彭辉红能取得这么
好的成绩，是党和部队培养的结果。
孩子立功，我感到很光荣。

傅志阳详细了解了彭志高的家庭
和生活情况，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他
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他为部队输送
了优秀人才，为国防建设培养了一名
优秀军人。

本报讯（记者 樊碧波）新街公共
绿地内未经审批擅自设置大型广告标
识，占用城市绿地空间，严重影响市容
市貌。

3 月20 日，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直
属大队广告中队联系渣土运输公司，
组织人员雇佣吊车和专业人员对大型
水泥广告牌进行拆除。执法人员负责
拆除现场的安全维护，专业人员对浇

灌的水泥立柱进行宰凿，对钢筋进行
切割，用吊车将水泥广告牌进行吊
卸。3月21日大队组织人员，雇佣“啄
木鸟”机械设备对遗留的广告石墩进
行处理，彻底清除了占用城市空间的
违章广告牌，恢复了城市绿地，净化了
城市空间，路经该地的市民无不表示
赞许，均表示“视野更开扩了，道路更
敞亮了”。

2018年5月15日，我们对联系
贫困户开展入户走访。在贫困户
马贵林家待的时间最长。马贵林
今年 69 岁。老伴刘运美 60 岁，患
有精神疾病，2017 年两人唯一的
儿子也因心脏病去世。刘运美多
年来一直没有户口，导致很多政
策享受不了,可以说是鳊鱼嘴村最
困难的一户。了解情况后，我和
驻村工作组一起前后跑了十几次

派出所、市公安局，历时一个半月
终于帮她办理了户口。这次来看
他们，他们很高兴。看见他们家
的房子年久失修，一张床的床腿
断了用砖头撑着。我对同组的市
人大代表、阿尔迪的宋总说：“我
们和驻村工作组一起想办法，帮
他把房子修整一下吧。”宋总马上
同意了我的提议。

在驻村工作组、村两委等各方

努力下，我们在今年 6 月组织了一
场捐款活动。从捐款资金中，我们
花费 12450 元帮马贵林修缮了房
屋，购置了一些家具。

去年8月28日，驻村工作组和
我一起再次走访马贵林家时，工作
组又向我反映了一个新问题。刘运

美以前的低保证上名字是李幸仁，
现在她符合五保户的条件，本可以
申请办理五保户，但是因为户口本
上的名字和低保证上不一致，无法
办理。希望我能帮忙出具相关证
明。我把这些全部记录在本子上，
找村委会开具了证明。再次踏上了
去派出所办理证明的路上。

（胡场镇人大代表、鳊鱼嘴村支
部书记 马建云）

精准扶贫 永远在路上

点赞！七旬老人勇救落水者

3 月 25 日至 29 日，由省青少
年科技中心主办、市科学技术协会
承办的“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荆
楚行在我市中小学校巡回开讲。
活动邀请中国科学院资深专家，分
别从科学人文、化学、机器人等方
面作科普报告，受到学生欢迎。图
为3月26日，仙桃中学科普报告现
场。

摄影 记者刘贤双

全省养老保险工作会议
在我市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