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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省妇联
“公益木兰”服务项目名单公布

我市 4 项目成功入围
荆门晚报讯（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钟 别。
萌）晚报记者昨从市妇联获悉，省妇联公
活动共收到项目申报书 147 个，经
布入围 2018 年度“公益木兰”的服务项 过初评、复评、终审、公示等环节，“巧妇管
目，我市有 4 个项目成功入围。
家” 乡村妇女脱贫等 36 个项目最终入围
本次征集的“公益木兰”妇女儿童公 2018 年“公益木兰”项目库，获得省妇女
益服务项目，涵盖“居家就业”妇女增收致 儿童发展基金会资助。
富、“和美家庭” 家庭文明建设、“万家无
本次我市入围的 4 个项目包括：
暴”反对家庭暴力、“守护花开”女童安全
一、“巧妇管家” 乡村妇女脱贫项目
教育、“
童心同行”留守儿童关爱等 5 大类 （居家就业类）。 项目实施单位：沙洋县官

垱镇五星村村委会、沙洋县妇联。 项目的 知识讲座项目（守护花开类）。项目实施对
服务对象：沙洋县官垱镇五星村妇女 165 象：荆门市阳光社工服务中心、荆门市妇
人。
联。 项目服务对象：荆门市 3000 名学生、
二、“家风博物馆” 项目 （和美家庭 500 名家长。
类）。项目实施单位：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街
四、“天使伴成长”关爱留守儿童项目
道浏河社区、荆门市东宝区德正社会工作 （童心同行类）。 项目实施对象为：荆门市
服务中心。 项目服务对象：荆门市浏河社 义务工作者联合会、荆门市妇联。 项目服
区 1200 个家庭。
务对象为： 荆门市漳河新区留守儿童 62
三、
“花蕾阳光课堂”女童防性侵安全 人。

时隔二十年再次人工放流

争当企业环保排头兵

4200 万尾家鱼投放长湖

—记省劳模、荆门格林美车间副主任赵开国
——
荆门晚报记者 胡于梅 通讯员 周晟 郭敏
今年 41 岁的赵开国，2007 年 3 月入
职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经过
11 个寒暑， 伴随着格林美有限公司的发
展壮大，他从一名普通员工走上车间副主
任岗位。
初到格林美，赵开国凭着敢想敢学敢
做、团结互助、务实向上的精神，2007 年 8
月份从普通工人被提升为某车间的一名
班长，走向生产一线的基层管理岗位。 在
公司党委的教育下，2010 年他光荣地加
入中国共产党。 从 2010 年开始任车间副
主任，管理车间生产事务同时主抓车间环
保工作。
赵开国知道，企业在为社会贡献经济
效益的同时，还担负着环境和生态的企业

责任。 环保工作无小事，环保关乎着企业
能否持续发展，每天班前会他都会强调安
全生产、 环保生产的重要性，鼓励和表扬
在安全环保生产方面表现先进的员工，号
召全体员工学习先进员工，鼓励人人争当
先进。
不仅如此，他每月坚持开展班组级和车
间级的环保培训、学习环保法，让员工知法
懂法守法， 让员工充分认识环保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同时加大车间级和班组级
的自查自纠力度， 并要求大家定期整改落
实。 他要求员工认真关注并持续治理车间
的跑冒滴漏现象， 对生产中的三废进行回
收处理并要求做到达标排放、减量排放。
企业长期坚持不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以提高员工对泄漏和环境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车间每年都要组织反应釜泄漏
和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2017 年在公
司环保部的领导下车间未发生一起环境
事故，为格林美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和历练，赵开国
多次获得公司先进工作者，高新区企业优
秀员工、生产标兵、荆门市劳模等荣誉。 今
年 5 月，赵开国又获得湖北省“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

残疾人电商培训班开讲
荆门晚报讯 （记者胡于梅 通讯员王冠）5 日上午，
在市残疾人就业监督管理处一培训教室， 来自我市各
地的近 50 名残疾人参加电商培训。
此次培训由市残疾人就业监督管理处主办， 为期
一周， 专家详细讲解就业政策及个人自媒体、 淘宝电
商、社交电商等电商知识。 担任本次讲师的武汉阳光职
业培训学校金牌讲师曾令哲表示， 给大家提供最新的
电商发展动态。 参加培训的王正友告诉记者，由于身体
原因，目前他还没有合适的工作，培训能学习最新的电
商知识，学会网上开店，可以解决一些生活问题。
5 日，市食药监局开展党员主题日活动，并组织参加活动的党
员干部义务献血。 图为该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稽查局局长周万
明带头献血。
荆门晚报记者 汪兵洋 通讯员 熊永全 摄

国际档案日 我市宣传活动丰富多彩
荆门晚报讯（记者郑波 通讯员肖洒）
9 日是国际档案理事会确定的第 11 个国
际档案日，为进一步加大档案宣传，提升
档案工作的社会影响， 市档案局以“
6·9
国际档案日”为契机，围绕“档案见证改革
开放”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专题宣传活动。
市档案局通过主题征文、播放公益广
告、发放资料、媒体联动等方式开展专题
宣传活动。 该局组织全市档案工作者参加
由国家档案局主办，中国档案报社承办的
“档案见证改革开放”主题征文活动；与荆
门电视台联合拍摄 《改革开放再出发，荆
门明天更美好》公益广告，在多个频道滚
动播出；向市直机关发放《小红的兰台奇
遇记》漫画宣传资料，营造国际档案日的
浓厚氛围；向全市副县级以上干部和档案

工作者发放国际档案日宣传短信，充分利
用 LED、网络、微博、微信等媒体进行国际
档案日和档案法律法规知识宣传。
此外，市档案局今日还在档案馆门前
设立宣传台，向过往市民发放有关档案工
作宣传资料。 同时，该局还举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红色史料展，为全市党员干
部提供红色教育。

保护好档案，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档案
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
一样具有同一性。 2007 年 11 月，为了庆祝
2008 年 6 月 9 日 ICA 成立 60 周年纪念
日，ICA 全体成员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
年度全体会议上投票决定，将每年的 6 月
9 日定为国际档案日。
201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
决定自该年开始， 把每年的 6 月 9 日即
链接：国际档案日
“国际档案日” 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
1948 年 6 月 9-11 日，位于巴黎的联 日。 今年 6 月 9 日是第 11 个国际档案日，
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一场 宣传主题为
“档案见证改革开放”。
专家会议，来自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档案工
作者参加了会议交流，经大家讨论决定成
立国际档案理事会 （ICA）。 会上通过了
ICA 的第一份章程，章程指出，世界各国
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为了全人类”

荆门晚报讯（记者汪兵洋 通讯员
张地）6 月 6 日是全国“放鱼日”，在长
湖湿地管理局的组织下，4200 万尾四
大家鱼放入长湖。
当天， 市农业综合执法局应邀参
加长湖湿地管理局组织的 2018 长湖
增殖放流活动。 本次人工增殖放流活
动是长湖时隔二十年后的再次人工放
流，在市公证处的全过程监管下，现场
投放四大家鱼 4200 万尾。 此次增殖放
流可丰富长湖水生生物资源， 维护长
湖渔业生态，完善长湖种群结构，改善
长湖水域生态环境， 对建设生态文明
长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精准服务 当好三员
荆门晚报讯（通讯员张霞）为落实
市质监局 2018 年度“服务企业、当好
‘三员’”活动要求，更好地服务企业，
近日， 湖北特检院荆门分院组织 5 个
服务专班深入 5 家包联企业， 切实了
解企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过程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 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帮扶。
由分院主要负责人带头组成的服
务专班，深入对口的重点帮扶企业，向
企业宣传了活动目的和相关服务事项
及内容，宣传了特检工作职能、市委市
政府有关惠企政策、 相关业务办理流
程及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 详细摸清
了企业的基本情况及需求， 听取企业
的建议和意见。 对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困难在专用的“三员”活动
记录簿进行了如实记录。
下一步， 荆门分院将针对走访的
结果及企业的实际诉求， 制订有针对
性的措施， 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和困
难。 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强化帮扶责
任，切实履行“三员”职责，提高办事效
率，为地方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