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设施大投入

今年来，赤壁高新区进一步完善了区
内道路和水、电、气、通讯等基础设施及配
套公共服务设施。采取统一规划、集中建
设模式，全力拓展园区开发面积，完成了
循环产业园房屋拆迁工作；启动了天湖管
业、港深工业园、英迪项目土方平整工作

以及南渠闸支线、华舟沙中线T接、天湖
管业港深工业园等项目水电配套工程；加
快了长山水库1至3号地块等11个土方
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遗留问题处置；即将启
动循环产业园道路及给排水建设、港深工
业园道路建设等8个基础设施项目。

与此同时，加快建设制约园区发展
的按钮型项目，目前正加快赤壁市城东
污水处理厂以及中伙光谷拆迁、大田畈、
电厂氨区拆迁等多个安置点建设，确保
按时保质陆续建成，全力完成基础设施
配套，不断增强项目承载能力。

园区建设重特色

去年以来，赤壁高新区抓住赤壁大
道、南港大道全线建成和深圳维达力公
司、华舟二期等大项目落户带来的机遇，
努力建好电子产业园、华舟应急装备产
业园、汽配产业园、医药产业园、循环产
业园等“园中园”。

招商引资新理念。按照“投资规模
大、科技含量高、节能减排好、税收贡献

高”的标准，赤壁高新区以膨胀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为重点，加快由招商引资到选
商择资的转变。深化专业、产业、企业三
条线招商，紧紧围绕应急安全、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高新技术、电力及循环利
用等特色产业，重点招引上下游产业链和
产业集群，有的放矢策划包装一批项目，
上引下联，招引大项目、好项目。

领导带头，高位推动。主要负责人在
百忙中仍带头招商亲力亲为，共外出招商
10次，拜访和对接了雨润集团、广东风华高
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产业促进中心、
浙江红莲公司、福建久久王食品、福建安溪
聚星丰工艺品有限公司等大企业。同
时，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了招商项目
准入风险评估，招商引资质量不断提高。

项目建设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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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拳”助推“加速跑”
——赤壁高新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通讯员 王红云

本报讯 通讯员舍予报道：日前，广
东、北京、上海、武汉赤壁商会得知家乡受
灾消息后，自发组织、广泛动员商会企业
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筹集爱心款80余
万元帮助家乡受灾群众恢复生产。

7月21日至22日，四大商会企业家
代表带着筹集的捐款前往受灾乡镇，看望
慰问家乡的受灾贫困户，鼓励他们重拾信
心，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天灾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得悉家乡遭遇多年不遇的洪涝灾害倍

感痛心。”湖北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湖北商
会常务副会长、广东咸宁商会荣誉会长但
泰山说，全国各地赤壁商会的成员都愿为
家乡父老乡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家
乡恢复生产渡过难关。

赤壁四大商会作为赤壁籍企业家联
络乡情、促进发展的重要平台，为推动赤
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家乡
事业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此次挺身而
出帮助家乡重建家园，再次体现了赤壁籍
在外企业家的优秀品质。

本报讯 通讯员唐维志报道：7月上
旬，赤壁市连续遭受多轮强降雨袭击，雨
势迅猛，全市多个乡镇（办）出现严重的
洪涝灾害，直接导致地质灾害险情频发，
给当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

在防汛期间，赤壁市国土局多次召
开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员大会和专题会
议，根据雨情和防汛形势，实行领导干部
包片负责制、汛期地灾预警预报和24小
时值班制，还成立了地质灾害应急救援

队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国土整治项目
灾毁核查两个专班及防汛突击队，对重
点区域、重点地段和重要地灾点进行全
天候巡查监控。

目前，赤壁市共发生地质灾害险情
38起，该局已出动排查车辆300台次、排
查人员800余人次，发放“两卡”2000余
份，成功转移受灾群众84户310人。所
有突发地灾隐患点都划定了警戒区域，
落实了警戒员、监测员，进行24小时严密
监控，无一人员伤亡事故发生。

赤壁突发地灾点实现“零伤亡”赤壁四大商会企业家回乡捐款

赤壁市黄盖湖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
丁玲，在今年防汛抗灾战斗中，不做弱女
子，堪称女强人，用自己柔弱的双肩，在黄
盖湖畔、在防汛抗灾干部群众心中，浓墨
重彩地诠释了一位女干部应有的担当。

黄盖湖镇有12.5公里黄盖湖堤，12
公里新洲围堤，1.5公里长江干堤，自6月
29日起，连续强降雨使江水湖水平均以
每天一米的速度上涨，可谓水情复杂、任
务艰巨，环境艰苦。丁玲除了开会、议事、
协调、指挥全镇的防汛工作，其他时间还
要分赴三段堤防查险。考虑到自己没有
防汛经验，总是要多问几句，多看几遍，多
走几圈。上级防指的电话、下级的工作汇
报、请示、直到决策，总是在第一时间处理
完毕。近一个月来，丁玲没有吃一顿安心
饭、睡一个安稳觉。

7月7日，新洲垸江水浸堤，实行分
洪，为了等待挖堤同志安全归来，她在堤
上一直等到凌晨五时。

由于防线长，时有险情发生，特别是
黄盖湖堤出现多处管涌，并逐步形成管涌
群。丁玲来回跑，反复看，连续超负荷运
转，腿肿了、嗓子沙哑了。

为提高指挥调度效率，丁玲通过手机
微信，建立了“黄盖湖防汛工作微信群”，
将全镇分指挥部的指挥长、副指挥长、机
关干部及村（社区）的防汛骨干拉进群，随

时随地将险情、灾情、水情、工作进展发在
群里，使工作效率成几何数增长，现场的
同志也能及时地在第一时间得到防指的
指令，做出相应的处理。

在长江洪水即将浸过新洲垸的时候，
她站在单薄的堤身，调度500余名劳力，
迅速加筑子堤，放眼望去，队伍中也只有
她一名女性，同志们都劝她站在堤上指挥
就行了，但丁玲硬是在防汛队伍中挖土、
牵袋、在堤上码装满泥巴的蛇皮袋，任务
完成后，她又和新洲垸防指的干部在12

公里的堤上堤下认真地巡查了一遍……
随着防汛的形势越来越严峻，赤壁市

防指将市直单位的干部职工500余人调
往黄盖湖镇，支援这里的防汛救灾。这段
时间，不是倾盆大雨，就是烈日炎炎，抗灾
抢险的条件艰苦。为了充分发挥战斗力，
丁玲从吃住行到搭哨棚，从调运防汛物资
到在堤上装防汛照明灯，丁玲总是不分昼
夜亲临现场。

近一个月来，共组织送医送药2000
人次，调运哨棚25个，行军床铺150套，
调度砂石1000吨，蛇皮袋52000个……
及时地将各类防汛必需物资送到各个指
挥所，为增强队伍的战斗力提供了有力的
后勤保障，同志们看在眼里，心里却不得
不佩服这位年轻女干部的指挥调度能力，
更深深地感受到她在工作中的责任担当。

黄盖湖畔写担当
通讯员 朱言钦

点亮希望灯
——赤壁供电全力打好防汛保电攻坚战

通讯员 赤轩

入汛以来，赤壁供电及时掌握雨情、水情和险情，组织
运检、农电、检修等人员深入一线，察看排涝泵房、巡视险情
地段、监测重要线路，确保泵站及防汛设施的电力供应保
障。同时，按照“水涨到哪里电就停到哪里，水退到哪里就
抢修到哪里”原则，全力做好应急抢修保供电,并及时处置
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强降雨致使多处居民小区和城区街道积水，电力设备
设施安全运行受到威胁。一旦受淹进水，极易发生触电事
故。仅7月3日一夜，赤壁紧急拉闸30个点。赤壁供电排
除万难，快速行动，展开了一场断电之“战”，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7月5日，因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安全，停运望山十组
台区变压器；7月4日，应急救援发电车驰援电信大楼，确保
对外通讯不中断；7日，城区18处照明路段全部恢复供电；
7日晚，永邦小区恢复供电……赤壁供电抢修工作有序展
开。截止19日，赤壁供电累计出动抢修人员1457人次、抢
修车辆352台次；865个台区、43854户恢复供电，用户供
电恢复率99.91%。

赤壁纪委

加强年轻干部队伍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于林、纪甜一报道：“进入纪委机关以

来，你对自己最满意的工作有哪些？最不满意的有哪些？
你觉得自己有哪些优缺点？请结合自己的岗位实践提出建
设性的意见”。日前，赤壁市纪委会议室里，一场别开生面
的谈心谈话会正在进行，几位年轻人正在热烈地畅谈工作
体会，认真地开展自我剖析。

现场，大家还分享了各自的学习平台和学习方式，并表
示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坚决把纪律挺在前面，做“忠诚干净担当”的优秀“铁军”。

今年来，赤壁市纪委在干部监督工作中坚持“抓早抓
小”、“严管就是厚爱”，按照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严格教
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的要求，对纪检监察干部开展经常
性的交心谈心活动，充分发挥了谈心谈话制度“早教育、早
提醒”的治本功能。已先后3次组织与遴选人员进行集中
谈话，分析年轻干部工作中薄弱环节，鼓励他们加强自身思
想素质和专业素质的学习，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
责，当好“党的忠诚卫士”、做好“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赤壁市疾控中心“主题党日+”活动

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宋明亮报道：7月19日下午，

赤壁市赤马港社区建材市场，一支着装统一、精神抖擞的队
伍在防疫消杀现场重温入党誓词、诵读《党章》、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进行灾后卫生防病知识宣传。

这是赤壁市疾控中心党总支7月份“主题党日+”活动
的现场。赤壁市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后，该中心全员投入，按
照“洪水退到哪，消杀跟到哪”的原则对全市公共场所、灾民
安置点、居民小区、建筑工地、学校等地开展了现场消杀。
目前，灾后防病工作还在紧张有序地推进，赤壁市疾控中心
七月份的“主题党日+”活动也因此延期。为统一党员思想
认识，再鼓干劲，克服和防止疲劳松劲现象，做好“+”字文
章，该中心党总支把“主题党日+”活动的现场设在了灾后
防病工作的一线。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我们共产党人不变的信仰，
所有党员要进一步坚定信念、做好灾后防病工作，继续为全
市百姓健康保驾护航。”赤壁市疾控中心党总支书记胡培锋
在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时说。

家具城消防设施“瘫痪”

赤壁消防依法查封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徐聪报道：近日，赤壁市消防

大队执法监督人员在辖区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时发
现，河北大道金百年家具城存在多项消防安全隐患，消防大
队监督人员依法对该家具城进行了查封。

据查，该家具城各楼层室内消火栓无水，各楼层未按要
求配置疏散指示标志、安全出口标志、应急照明灯，各楼未
按要求设置排烟设施，多处疏散楼梯间堆放杂物，测试末端
试水装置放水无水，部分安全指示标志被装修材料遮挡等，
存在多项消防隐患。

根据《消防法》相关规定，执法监督人员对该家具城进
行了临时查封，强调了火灾隐患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告
知了作出临时查封的理由、依据及权利和义务，责令该单位
立即整改火灾隐患。

国内首部论述赤壁诗词著作

《故垒诗经》出版发行
本报讯 通讯员沈霞报道：日前，赤壁籍作家罗胸怀历

时四年创作完成的《故垒诗经》由吉林出版集团出版发行，
该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论述赤壁诗词的著作。

《故垒诗经》包含21个章节130首历代诗词，以丰富的
史料、详实的例证、全面的论述、独特的解读，让读者在充满
诗意的古典场景中，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中国古典诗词之
旅，听金戈铁马、观群雄际会、忆故垒山长。同时，作者还深
入剖析了诗词的意蕴景象和背后的文化密码，还原诗词创作
的前因后果，探寻历代诗人们登临赤壁的际遇及咏叹赤壁的
心境，对古往今来发生在赤壁的沉潜往事进行了深刻读解。

7月25日，赤壁高新区，维达力实
业有限公司正式启动生产，工人们正
在切片工序生产现场忙碌着。

据赤壁高新区项目基地负责人欧
阳伟欣介绍，依托电子产业园，计划投
资10个亿的赤壁市维达力电子玻璃产
业化基地项目第一期建设于 7 月 3 日
开始试投产，主要产品为电子玻璃基
板、盖板玻璃、电容式触摸屏等，三期
项目全部投产达效后，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约20亿元。

通讯员 王红云 摄

赤壁高新区以快、准、新的战略眼光
强力推进项目建设。实行了市领导重点
项目包保责任制，书记、市长每月都到开
发区督导项目推进工作，赤壁市委书记江
斌每月都亲自到项目包保企业——华舟
重工二期施工现场督导项目建设进度。
在书记、市长的强力带动下，该高新区项目
建设进展顺利。“开工周”、“开工月”期间，
华舟重工二期、中美百瀚、宇声等23个项
目相继集中开工，总投资达37.05亿元。

1至6月，开工在建项目51个，其中
续建项目23个，新开工项目28个。截

止目前，维达力一期、康华物流、三盛刀
锯、亿德汽配、宝丽金包装等12个项目
正式投产。亿高链条、强税电子、源力健
生物、泉欣科技、富新家居5个项目正在
进行设备安装调试，即将投产。

依托华舟应急装备产业园，华舟重
工二期及配套产业园项目正加紧建设，
计划到十三五末完成基本建设，具备年
消耗钢材10万吨和10000台专用车辆
生产规模，形成年20亿元生产能力。依
托医药产业园，赤壁市中美百瀚项目已
开工建设5栋共7000平方米厂房、3500

平方米综合楼，2条医疗器械生产线，投
产后年产值1.5亿元。依托汽配产业园，
总投资1.5亿元的赤壁市宇声及银轮汽
配项目已开工建设，前景广阔，投产后年
产值可达20亿。

重大项目建设的大突破，强力推动
了园区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截止6月
份，赤壁高新区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88
亿元，同比增长7.6%；完成工业税收5.2
亿元，同比增长36.36%；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54.7亿元，同比增长11%；招商引
资到位资金48.5亿元，同比增长8.53%。

今年来，赤壁高新区积极顺应新常态，全力保增长调结构，在基础设施、园区建设、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上力求新突破，一系列的“组合拳”推动了项目建设的大发展，园区建设如火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