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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人才总量39238人，占总人口的
7.55%。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6人，享受省政府津贴的突出贡献专家6
人，享受咸宁市政府津贴专家8人，市管
乡土拔尖人才16人……

一组组闪亮的数据，展现出赤壁市
全力打造人才新“高地”结出的累累硕
果，彰显了赤壁市委、市政府在集聚人才

“第一资源”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
近年来，赤壁市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切实发挥用人单位主体作用，加快实施
人才兴市战略，营造良好环境，激发人才
创新创造活力，为加快实现绿色崛起聚
集起无穷的正能量。

求贤若渴 彰显“千金买骨”热诚

为汇聚英才促发展，赤壁市研究制
定了《关于加快推进人才强市工程的意
见》、《赤壁市2011—2020年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赤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
办法》等一系列人才工作文件，并设立人
才专项资金，大力支持人才引进，彰显

“千金买骨”热诚。
该市明确提出，对新引进的人才除

给予20万元不等的购房补贴，享受每月
100至2000元的生活补贴外，还坚持对
博士后产业基地给予专项建设经费和科
研经费支持，对获奖的科研成果和国家
专利给予奖励。同时，每年安排50万元
专利发展基金，用于奖励已转化生产并
创造出显著经济效益的专利发明单位和
个人。

为营造人才发展宽松环境，该市在
运用税收、贴息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
单位和社会组织建立人才发展基金，投
资人才资源开发的同时，注重改革事业
单位行政化的人才管理方式，减少人才
聘用、选拔、评价、激励等过程中的行政
干预，落实学校、医院等单位的用人自主
权，对人才创新创业实行“一站式”服务。

创设载体 助推人才创新创业

“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是确保人才
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关键所在。

为充分调动用人单位引才、育才、用
才的积极性，该市坚持以政策激励为导
向，按照引进高层次人才“一事一议”工
作流程，为其办理调动、编制、配偶安置、
落优惠政策、户口迁移、居家等手续，为
用人单位引进人才开辟绿色通道，支持

各用人单位加快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赤壁一中引进3名美籍博士后，市政

府不仅免费提供公寓，让人才拎包直接
入住，还帮助办理签证、体检、居住证等
一系列相关手续，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
忧。

为了促进青年优秀人才进得来，本
土人才能成长，各用人单位采取了相应
的激励培养措施。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
限公司高薪聘请以王中炎博士为首的一
批猕猴桃专业技术人才，对公司本科生、
研究生每月加发500元的学历津贴，其中
研究生还享受公司副经理待遇。

对许多优秀人才来说，他们最关心
的始终是“舞台有多大”。为此，该市创
新工作思路，高起点规划创业平台建设，
不仅在全省率先成立了青年创业商会，
还建起2个青年创业孵化基地，以全省县
市一流的人才沙龙，形成了高效优质的
人才服务保障机制。

统计显示，目前该市通过帮助用人
单位搭建人才引进平台和载体，先后引
进硕士研究生以上人才200余人，其中正
高级职称以上人才6人。

找准支点 发挥人才“杠杆效应”

古人云：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
近年来，赤壁市依托规模优势企业，

积极搭建人才与项目的对接平台，为人
才提供创新创业载体，实现了企业和人
才的双赢。

目前，全市有省级创业园区2个、科
技企业孵化器3个、众创空间3个、创业
小镇2个、创业体验区1个、企业创新岗
位30个、人才服务窗口1个。全市共建
起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7个，校企共
建研发中心11个，博士后工作站2个。
拥有高新技术产品47个，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达 80 亿元，占全市 GDP 总量的
7%。仅去年就申请专利181件，授权82
件，有6项科技成果获省科技厅登记备
案。

“引进一位高端人才，带来一个创新
团队，催生一个新兴产业，培育一个经济
增长点……”赤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
志才说，人才的大量聚集，不仅为企业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撑”，而且有力
促进了全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统计显示，今年元至5月，该市完成
规模工业总值 172.3 亿元，同比增长
7.6%；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7.84亿元，
同比增长11.9%；固定资产投资104.3亿
元，同比增长16.2%；招商引资完成138.6
亿元，同比增长9.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41.57亿元，同比增长9.9%；外贸出口
总值2515.5万美元，同比增长30.0%。

日前，赤壁市建设中的107国道马家湾桥，正在加紧进
行桥面防护栏和连接线工程施工，预计20天后就可实现通
车。 通讯员 刘进华 摄

日前，赤壁市芳世湾大桥主桥顺利完成中跨合龙，标志着大桥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由中铁大桥局七公司承建的芳世湾大桥，位于陆水湖办事处芳世湾村，是赤壁市重点工程。大桥横跨陆水

水库，桥梁全长710.5米，桥面总宽12米，主桥为3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引桥为17跨30米预应力混凝土简
支T梁，合同总造价为4507万元。

大桥建成后，将极大方便陆水库区两岸居民往来，缓解出行难。 通讯员 皮君超 摄

一桥飞架陆水

引“凤凰”栖“高枝”
——赤壁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纪实

通讯员 贺祖清

赤壁与上海签订合作协议

加快承接产业转移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袁野报道：日前，上海产业合

作促进中心主任唐德根率考察组来赤壁市，就承接上海产
业转移及相关基地建设等，与赤壁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唐德根一行先后前往赤壁经济开发区、羊楼洞茶生态
文化产业园、羊楼洞明清古街等地参观考察，实地了解赤壁
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希望通过沟通交流，搭建起双方紧密
的互通平台。

唐德根表示，赤壁市三国文化历史悠久，茶文化底蕴深
厚，地理区位优势明显，投资环境优越，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和承接上海产业转移的基础，希望随着双方合作的全面
开展，加快产业转移进度，促进合作园区招商引资项目对
接、落户，为实现产业园区提档升级注入新的活力。

赤壁扩大养老保险征缴面

维护企业职工权益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钱敏报道：今年以来，赤壁市

财政局坚持把强化企业养老保险征缴，当作维护企业职工
权益的重要工作来抓，以征缴保发放，以发放促征缴，确保
职工养老保险应保尽保、应收尽收。

截至5月底，全市城镇企业养老保险参保单位达1265
家，参保人数70609人，征收养老保险费5276.47万元。

针对当前企业经济效益普遍下滑、养老保险基金收支
缺口不断扩大的实际，赤壁市财政局将民营企业、企业化管
理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劳务派遣公司、机关事业
单位编制外人员、各类企业进城务工人员、失地农民、退役
士兵等纳入征缴扩面，鼓励无雇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
位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赤壁交警启用移动执法车

提升道路安全管控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报道：日前，赤壁市公安交警部门

正式启用移动执法车参与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以加强
道路交通安全执法力度，提升道路交通动态管控能力。

据悉，该市交警投入使用的移动执法车，不仅安装有号
牌识别系统、3G通讯系统，以及中心数据服务处理系统、报
警拦截系统等，还能通过移动图像传输系统，实现远程移动
视频监控、车载数据存储、现场和远程控制、车辆卫星定位
等，并与公安监控专网、视频指挥控制平台联网，实时准确
地记录路面执法执勤情况，查询机动车、驾驶人、危险化学
品公路运输信息等，从而在查处历史违法行为、打击假牌套
牌车辆、查缉嫌疑车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赤壁开发区开展一对一服务

促项目“落地生根”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报道：日前，维达力实业（赤壁）有

限公司新建成的厂房内，刚刚接受培训的应聘员工，正忙着
为即将投产的设备做最后调试。

去年10月，主要从事平板玻璃深加工技术及设备制
造、触控系统（触控屏幕、触控组件）制造、视窗防护玻璃研
发、生产和销售的维达力公司，与赤壁达成落户协议后，在
赤壁经济开发区一对一的服务下，当月就开始了项目前期
建设，仅8个月时间就进入试生产阶段，创下了服务企业项
目建设的“赤壁速度”。

为保证企业引得进、留得住，近两年来，赤壁经济开发
区围绕招商安商工作目标，主动对接企业、对接项目，全力
以赴帮助企业解决后顾之忧，努力通过抓工业、抓产业，加快
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工业崛起，实现经济运行呈现出“总体平
稳、稳中有升”的特点，吸引一大批优质企业落户园区。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钱敏报道：日
前，笔者从赤壁市财政局获悉，截止目前，
该市第一批计划拨付的1.93亿元县域经
济发展调度资金，已拨付1.85亿元，到账
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个多月，受益企业达
112家。

面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今年
以来，赤壁市不断强化财税政策扶持力
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创新财政投入方
式，努力通过及时拨付县域经济发展调度

资金，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发
展，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问题。

为确保县域经济发展调度资金用到
点子上，赤壁市财政局严格按照“企业申
请，财政核查”的工作程序，深入企业调查
经营运行情况、财务状况、纳税贡献、企业
诚信度、还款能力、借款担保能力等，并保
证在第一时间向符合条件的受援企业办
理拨付手续，保障企业生产经营不断

“炊”。

赤壁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

拨付1.85亿调度资金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日前，

赤壁市环保局联合市人民法院对赤马港
街道办事处营里社区、车埠镇的4家违法
小塑料颗粒加工厂依法予以取缔。

据了解，小塑料颗粒加工是一种高
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因其在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有毒有害废气、废水，会严重污染
当地生态环境，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而被国家明令禁止。

近年来，赤壁市相关部门坚持对这

类污染企业保持高压态势，坚决予以打
击。此次被取缔的4家小塑料颗粒加工
厂，都是从事这种废旧塑料加工生产的
企业，执法组经过严格检查与取证，依法
下达了法院传票，责令限期关停。

下一步，该市将按照建设绿色生态
城市的要求，继续加大对非法塑料生产
企业的整治力度，加强执法巡查，防止被
取缔的污染厂死灰复燃，切实保障生态
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赤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4家“毒”工厂被取缔

“哎哟，你们街坊关系真好，亲如一
家人！”日前，在赤壁市蒲纺医院同住一
间病房的病人，看到街坊们轮流前来照
顾孔婆婆，由衷地羡慕道。

今年65岁的孔婆婆，名叫孔小桃，是
原蒲圻纺织厂退休工人，在蒲纺六米桥
社区河南街居住已达几十年。其老伴前
些年去世，儿子媳妇又远在厦门工作，家

里就剩下她一个孤老婆子，生活多有不
便。

前几天，孔小桃在自家楼下突发急
病晕倒，被邻居姜翠珍看到后，及时拨打
120，把孔婆婆送到医院抢救。在场的20
多个街坊也自发地你10元、她20元地揍
钱给孔婆婆买营养品……孔婆婆的家事
成了大家自己的事。

河南街党支部书记姜翠珍是有名的
热心人。平日里，她有事没事就会串串
门，到街坊家里坐坐，聊聊家常，谁家有
事需要帮忙，姜翠珍都会一一写在自己
的本子上：谁家婆媳不和，她就发动邻居
上门劝和；谁家自来水管坏了，她主动找
人帮助修好；谁家的门不好开，锁坏了，
或忘了带钥匙，她帮忙找来开锁师傅；谁

家添了孙子，邻居们都会拿着染红的鸡
蛋款待街坊……

据细心人统计，近一年多来，仅姜翠
珍个人就先后为街坊解决大小困难30余
起。

“远亲不如近邻，我们河南街的居民
就是通过一句问候、一丝微笑、一件小的
善行，把人间温暖送到每一位街坊的心
坎上。”姜翠珍说。

“一家亲”的河南街
通讯员 马翱

赤壁住房公积金办事处

水产养殖技术送进村
本报讯 通讯员贺日明报道：6月17日，赤壁市住房公

积金办事处邀请4位水产专家，深入神山镇油岭村，为扶贫
点群众传授小龙虾养殖技术，助力精准扶贫。

在油岭村茭白和小龙虾种养殖合作社的养殖基地，4
位水产专家察看了小龙虾养殖现场，不仅结合场地、饲料、
混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现场指导村民进行整改，而且针对
小龙虾的习性特点，为村民传授选种方法、投料技巧、养殖
管理要点、疾病防疫知识、养殖场地要求，以及水稻与茭白
的混养技术等。

村民们都说，这样面对面地、手把手地教，不仅帮助他
们解决了大问题，而且更增强了他们养殖致富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