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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高新企业达11家
占规模企业总数5.3%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报道：2014年，赤壁市不断提
升科技服务水平，加大科技应用推广力度，全市高新技术企
业达到11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5.3%。

湖北星聚工业印刷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精
度、自动化、智慧化丝网印刷机械设备的研发制造企业。去
年，该公司新引进数控冲床和数控折板机各一台，对原喷粉
线进行全面改造，新增一台烘干炉和一间喷漆房，提高了产
能和质量，为全年订单的顺利交付打下坚实基础。全年生
产销售额1.2亿元，人均产值达55万元。

今年，赤壁市将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绿色崛起战
略目标，全面推进科技成果大转化和科技服务能力大提升
两大工程，力争全年高新技术产品新增15个，达到70个；高
新技术企业新增 6家，达到 17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
90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王红云、王绍华报
道：2月 25日，赤壁市人民广场体育馆人
山人海，2015年赤壁市“春风行动”大型
招聘会在这里火热进行。

据主办单位赤壁市人社局负责人介
绍，此次招聘会年前就开始谋划宣传，旨
在“解两难、提素质、促就业”，通过活动

缓解企业“招工难”、劳动者“就业难”，努
力推动劳动者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为赤
壁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
障。

此次组织进场企业115家，其中咸宁
市企业 12家，赤壁市本地企业 103家，提
供缺工岗位 3029个，岗位主要面向春节

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部分在外务工返
乡人员、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大中专毕业
生等求职就业。

尽管冷雨霏霏，活动仍吸引了众多
求职者入场。“我在外打工好多年了，管
两条生产线，月薪可拿到四、五千元。孩
子大了，现在想回家就业，新纺纺织可为

员工买五险，我选中它了，希望月薪拿到
3000元以上，我就很满足了。”前来求职
的新店人蔡玉莲笑盈盈地告诉笔者。

据统计，此次招聘会进场人次约
3500人，通过供需双方对接交流，现场填
写了求职登记的有 1694人，发放宣传材
料500余份。

赤壁举行“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位3029个

本报讯 通讯员饶红亚报道：去年
来，赤壁市委坚持以党的建设总揽全局，
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各级党
组织活力迸发，党员干部谋事干事的积
极性高涨，为推动赤壁转型升级、绿色崛
起提供了坚强保证。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赤壁
市突出为民务实清廉主题，聚焦“四风”
问题，从严从实抓整改。“四风”突出问题
得到有力整治，全市性会议、文件简报、

评比表彰、三公经费支出同比减少 25%、
12%、87%、18%；清理腾退超面积标准办
公用房 2375平方米，查处借机敛财和违
反财经纪律问题180个，查处涉农、涉企、
涉教、涉医乱收费问题39个，解决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1600多个，群众
测评满意率达 100%。加强整改落实，出
台了《赤壁市领导干部直接联系群众五
条规定》等一系列制度，建立健全作风建
设长效机制，形成了作风建设新常态。

赤壁市创新基层组织设置方式，认
真落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基本规范》，着
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全市20个
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转化率达到 100%，
完善基层党建三级“联述联评联考”制
度，拓展党员群众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完

善“五务合一”综合信息网上服务平台，
受到全省通报表扬并在全省作交流发
言。实施“领头雁培育工程”。圆满完成
村“两委”换届，村书记、主任“一肩挑”比
例达到 97%，“回归型”村官占比达 50%。
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在全国率先建
立“五制五坚持”发展党员质量保证机制，
被省委组织部编入全省基层党建经验汇
编。做好党管人才工作，落实引才育才聚
才举措，出台《赤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暂
行办法》，加强各类人才储备与培养。

赤壁市坚持“力度统一论”，认真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进惩治和预
防腐败体系建设。强化党委主体责任和
纪委监督责任。制定和实施《关于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暂行办

法》、《党风廉政建设“一票否决”暂行办
法》，大力推进“三转”改革，认真清理纪
委牵头或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落实纪
委书记排序分工，全市 14个乡镇纪委书
记全部做到专司纪检监察工作。加大查
办案件力度，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建立纪检监察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审
计等单位的横向联动机制和纪检机关办
案的内部联动机制，探索重点派驻纪检
组“联合交叉”办案新模式，加大办案力
度。加强源头治理。认真落实党内监督
各项制度，加强对“三重一大”决策、一把
手“四个不直接分管”、个人重大事项报
告等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从
源头上防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生态。

固基础 净风气 办案件

赤壁抓好党建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走进官塘
驿镇西湾畈村，一眼就能看到村里水泥硬
化道路两旁绿树成荫，房前屋后各色花卉
争相绽放，樟树、桂花、罗汉松等树木枝繁
叶茂，把整个西湾畈村映掩在美丽的绿色
之中。

西湾畈村是赤壁市推进乡村绿化美
化、大力推行绿满赤壁行动的一个剪影。
去年来，市林业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加快

推进绿满赤壁行动安排，统筹规划设计，
协调联系各乡镇部门，采用整村推进方
式，全面整治农村“四边三化”，对村旁、路
旁、宅旁、水（沟、渠、塘、堰）旁及零星闲置
地进行绿化、美化、香化，推进全市村庄绿
化全覆盖。

为加快推进绿满赤壁行动进程，市
委、市政府先后召开 5次专题会议，研究
部署绿满赤壁行动系列工作。今年的全

市三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将绿满赤
壁、美丽乡村、新“三万”活动整合推进，通
过整治村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
共服务，探索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思
路。

赤壁市牢固树立“绿色决定生死”的
理念，全面提升生态建设水平，改善人居
环境，统筹推进城乡绿化一体化，着力扩
大森林资源总量，提高资源质量，计划用3

年时间，实现全市宜林地、无立木林地、通
道绿化地、社区村庄绿化地应绿尽绿，新
增有林地面积146686亩，森林覆盖率提高
5.6 个百分点，使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7.36%，森林蓄积量达到3519000立方米。

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整地 4.25 万
亩，占年度任务的 34%，力争率先在荆楚
大地展现绿色赤壁新格局，实现赤壁绿色
崛起。

统筹规划 应绿尽绿

赤壁合力推进“绿满”行动

本报讯 香城都市报记者艾菊桂、通
讯员王莹、熊冬梅报道：赤壁市在春节期
间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查处一批私屠滥宰
窝点，确保了全市春节期间食品药品安全
无事故。

为确保人民群众过上欢乐、安全、祥
和的春节，市食药监部门、市畜牧部门组
织开展春节期间食品药品安全和肉品市
场专项整治行动，防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
的发生。

在联合执法行动中，该市共关闭 11
个私屠滥宰窝点，捣毁 1 个非法屠宰窝
点。对存在问题的食品经营单位下达责
令改正通知书8份，立案查处食品违法行
为11起，捣毁2个“以会传销保健品”的窝
点。

通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及时发现并
消除了各类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赤壁市春
节7天假期内食品药品安全零投诉、无事
故。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为保
障公共场所卫生安全，防止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发生，日前，赤壁市卫生监督人员
对全市范围内的住宿场所、沐浴场所、商
场和水厂等公共场所进行了卫生突击监
督检查。

此次检查严格按照“三落实、三合
格、三公示”要求规范管理，重点检查了
住宿场所、汽车站、火车站、超市、理发美
容店等节日期间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从

业人员健康证明持证、亮证经营、内外环
境卫生、室内控烟、通风设施及消毒等方
面情况。供水公司重点检查了水厂的供
水消毒、水源安全防护措施落实、供水人
员的健康体检等情况。

针对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赤壁
市卫生监督局对经营单位下达了卫生监
督意见书，要求限期整改。并要求各公
共场所加强通风换气，落实卫生管理制
度，全力确保公共场所卫生安全。

市卫生监督局

检查公共场所卫生安全
部门联合开展市场专项整治

春节食药品安全零投诉

赤壁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学习整训

打造执纪监督“铁军”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报道：2月26日，赤壁市纪委监察

局开展为期一周的春季集中学习整训活动，进一步提高纪
检监察干部的履职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
执纪监督“铁军”。

2014年，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中心任务，强化监督
执纪问责，坚决惩治腐败和纠正“四风”，积极营造良好的政
治生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

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赤
壁市纪委监察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工作能力，
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

学习整训活动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
带头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刻做到心有所戒、心有所
畏；要勇于担当，对违纪违规行为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坚决维护纪律的严肃性，以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赤壁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 提供咨询400余人次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饶婷报道：3月2日，赤壁市妇联
联合赤壁市维护妇女儿童权益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开展主
题为“弘扬宪法精神，促进男女平等”的第16个“三八”妇女
维权周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部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设立了政策、法
律、卫生、健康等咨询台，组织有关妇女维权、心理健康、卫生
保健等方面的专家、医生、律师等，为群众现场咨询、义诊。

现场还摆放了宣传展板和大量宣传册，全方位宣传《宪
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为妇女群众
提供便利、优质的法律服务，让广大妇女知法、懂法、守法，
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天，共发放妇女法律、心理等方面资料8000余份，免
费发放计生避孕药具800余盒，提供现场咨询400余人次。

赤壁开展师德师风培训

争做“四有好教师”
本报讯 通讯员周奕报道：连日来，赤壁市教育局开展

师德师风教育培训，推进校园师德师风建设再上新台阶。
培训会上，各学校针对体罚与变相体罚、有偿家教、违

规征订使用教辅资料、非法从事赌博迷信、接受家长吃请等
有违师德师风的行为，要求广大教师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
的“四有好教师”为目标，尊重学生人格，规范教育教学行
为，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改
进创新。

小区居民被积水所困

消防官兵排水救援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报道：日前，因连日下雨，赤壁市

环保小区5栋和6栋楼之间，4个单元的门口积满了水，一辆
摩托车车身已大部分浸入水中，院内的垃圾桶漂浮在水面
上，院内积水严重，部分居民被困家中无法出行，赤壁市消
防大队官兵接到群众报警后紧急出动，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据消防官兵介绍，此次积水是由于环保小区与河滨花
园交界处一段通往陆水河的下水管道堵塞，加之当晚下了
一场大雨，导致小区院内排水不畅，加之事发地段地势低引
发积水。

为尽快将水排出，消防官兵一方面动用消防车抽水，一
方面在院外用机动泵将积水抽出排入陆水河。经过近3个
小时的努力，终于将积水排空。

赤壁市人民医院

成功实施首例心脏射频消融术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报道：3月 1日，赤壁市人民医院

成功为首例“阵发性心动过速”患者实施心脏射频消融术，
填补了该市治疗心律失常的技术空白。

手术当天，经过术前讨论后，专家组制定了周密的手术
方案，还邀请了武汉同济医院教授现场指导，手术过程顺
利，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据了解，阵发性心动过速是心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发
病时主要感觉是心慌，最危重时可引起休克、猝死。赤壁市
人民医院为了方便群众就医，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加强硬件
设施投入，今年又引进了数字血管造影机新项目，对数例阵
发性心动过速患者进行了手术。该技术的成功开展，填补
了该市在治疗心律失常方面的空白，也标志着该院对心律
失常的诊治水平又跨上新台阶。

昨日，市民在赤壁市“一河两岸”滨水
景观带观赏游玩。

近年来，赤壁市不断加快山水城市建
设，加大城市建设力度，让人民群众共享

“生态红利”、分享“绿色福利”，打造天蓝、
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通讯员 姚东旭 摄

春到赤壁
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