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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支部强不
强，就看领头羊。

近年来，赤壁市牢固树立党建主业意
识和最大政绩理念，以“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为契机，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主体作
用，进一步强化党员的教育管理，有效激
活了党建神经末梢，夯实了党在基层的执
政基础，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注重压实责任

教育管理党员，是党章赋予每个党支
部的应尽责任。赤壁市通过明责、督责、
考责，形成责任的“闭环链条”，激励每个
党支部主动履职尽责，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该市研究制定基层党建工作任务指
导书，建立基层党建工作“一书两册”制

度，让每一个党支部知责明责、履责尽
责。市委主体办、市委巡查办、市纪委、
市委组织部进行定期不定期督查指导，
帮助“问症把脉”。推进基层党建目标责
任制考核，印发情况通报，将问题直接点
到支部。对在督查和考评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调查核实，综合运用约谈、函询、诫
勉谈话、组织处理等形式，公开通报问责
情况。

2016年，该市组织开展的30多次巡
查督查，共发现问题370余条，28个党支
部受到点名，21名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
部受到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

强化规范引导

责任明确后，关键在推动落实。
近年来，赤壁市紧扣“六事联动”工作

要求，深化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引
导各支部认真做好“反复诵读党章、按时
交纳党费、深学党规党情、规范开展组织
生活、实行民主议事、落实公开制度”等规
定动作，党员集中教育成为支部工作常
态。2015年11月以来，该市共组织开展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18次，覆盖951个党

（总）支部、2.8万余名党员。
为了强化党员的管理，该市市委组织

部门指导各党支部扎实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已将147名失联党员重新纳入党组织
有效管理，补交历年漏交党费共计140多
万元，纠正发展党员程序不规范问题38
例，全市98家未按期换届的基层党组织
全部按要求整改到位。

“学”是基础，“做”是关键。该市各党
支部积极组织开展“三扶一助两促进”、

“五星党员”争创、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和
“我们是党员、我们在行动”活动，推动
“学”、“做”融合，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把合格党员的标杆立起来。去年
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中，该市党员闻汛而
动，把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当作对党员
党性的重大检验，涌现了徐建军、陈英德
等一大批先进党员典型。

激发支部活力

教育管理党员，关键在党支部。
赤壁市注重发挥支部主体作用，鼓励

各地结合实际，当好党员教育管理的“小
郎中”，引领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激活党

员“红色”细胞。
为解决工学矛盾，该市人民医院、仁

福药辅等党支部把课堂设在病房、车间班
组，因岗制宜开展学习教育；该市财政局、
工商局等单位组织党员前往羊楼洞烈士
纪念园、望夫山、金峰革命旧址等红色教
育基地，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教育党
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陆水湖办事处机
关党支部通过奏唱国歌，激励党员干部不
忘国耻、砥砺前行、奋发有为……

党支部活动的灵活性与创造力，催生
了党员个人的人格魅力和蓬勃活力。该
市肢残农村老党员马义金、王友元坚持拄
着拐杖、坐着轮椅参加支部的组织活动；
炭素社区老党员熊光福接到支部活动通
知后，连夜乘坐高铁从深圳赶回赤壁；蒲
纺老党员芮含玺，退休后千里之外向支部
寄交7000余字的思想汇报；赤马港社区
党员方兆和病重去世前，反复嘱咐子女要
替自己交齐全年党费……

他们虽只是普通党员，但却都以不同
方式诠释了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红色
细胞””的活力，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劲动力。

强基固本添活力
——赤壁市强化基层党建工作纪实

通讯员 贺祖清

社会新闻

本报讯 通讯员赤公轩报道：日前，
赤壁市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一起编造虚假
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案。

3月12日，赤壁市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13日，一网民便在微信朋友圈中发
文，称该事故造成“一路公交车8死、16
伤”。这一虚假信息发出后，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扰乱了公共秩序。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迅速对

此案进行查处。经查，网民余某某在未经
核实情况下，随意编发关于交通事故的谣
言信息，已构成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之规
定，依法对其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公安部门提醒广大网民要文明上网，
不要随意刊发、转载未经核实的新闻或网
络信息，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
同维护健康有序、清朗文明的网络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魏建军报道：4月16
日，赤壁市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根据群众
举报，在城区某物流公司查获一起利用快
递渠道非法运输卷烟案件，现场查获非法
运输的卷烟500条整，案标值6.07万元。

当日上午10时许，该局鄂南口子大
队执法人员根据举报线索，积极与公安部
门配合，前往赤壁市三国美食城内，依法
对被举报的一家物流公司进行突击检查，

现场查获非法运输的21个品牌卷烟共计
500条整。经该局执法人员初步感观鉴
定，这批案标值6.07万元的卷烟，均为假
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赤壁一网民

传播网络谣言受查处
赤壁一公司

物流寄递假烟被查获

丽裳制衣生产忙
4月17日，在丽裳（赤壁）制衣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服
装产品。

由原赤壁元辰制衣有限公司改造而
成的丽裳制衣高档服装项目，引进7条高
档服装生产线，与国际知名品牌服装生
产厂家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主要生产
正装西服、休闲套装、西装褛，夹克和裤
子等。项目全面投产后，预计年生产高
档服装 500 万套（件），年产值可达 1 亿
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国地税部门

开展税收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但丽莎报道：“传播税收声音，讲述税

收故事，欢迎收听FM102.7 税收背景声……”4月20日12
时整，伴随着悠扬的乐曲、动人的朗读，赤壁市国税局、赤
壁市地税局联合主办的《税收背景声》栏目正式开播。

该栏目作为赤壁市国税局、赤壁市地税局推进第26个
税收宣传月的重要活动之一，每天12点、16点在赤壁人民广
播电台FM102.7频率准时播出，重点讲述税收征管中的人、
情、事。市民既可通过车载电台、收音机等途径收听，也可在
云上赤壁、赤壁电视台微信公众号hbcbtv等媒体同步收看。

据悉，税收宣传月期间，赤壁市国税局、赤壁市地税局
还将共同开展“翰墨书税风”、“校园诵税义”等系列宣传活
动，奏响“深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的交响曲。

赤壁开展读书日宣传活动

全民阅读添书香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李杰报道：4月23日是世界读

书日，为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赤壁市图书馆、新华书
店联合在人民广场开展读书日宣传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
驻足阅读。

赤壁市每年都以“4·23”全民阅读日活动为契机，开展
形式多样的读书活动，营造全民读书、终身学习的良好社
会氛围，倡导多读书、读好书。

“读者不仅可以现场选购喜欢的图书，还可现场办理
借阅证后，不用付钱就把喜欢的书带回家去读。”赤壁市新
华书店副经理黄云燕说，今年，赤壁市图书馆、新华书店联
合推出的“你看书，我买单”活动，将阅读书目选择权交给
读者。同时，添置大型全民阅读机，方便读者阅读各类书
籍。并利用“赤壁书香”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图书信息，组
织阅读活动，培养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赤壁举办健走比赛

“万步有约”领跑健康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宋明亮报道：21日，由赤壁

市政府主办，赤壁市总工会、卫计局和疾控中心承办的赤壁
市“万步有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奖赛，在清泉公园启动。

活动现场，万步网总监王子瑞先生向参赛人员详细讲
解了“万步有约”大奖赛活动方案和计步器的正确使用方
法，尹虹云教练就科学健走的有关知识和动作向大家进行
了现场培训、演示。

上午10时整，来自赤壁市卫计局、食药监局、工商局等
单位400余人组成的11个健走方阵，在健走教练的带领
下，沿着清泉公园进行长约2公里的健康步行。

据悉，活动当天，承办单位现场摆放的20余个健康宣
传展板，集中向市民宣传了健康生活方式、自我健康管理、
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肿瘤防治等方面的健康知识。

赤壁乡镇配置消防器材

提高火灾防控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徐聪报道：4月20日，赤壁消

防大队在市应急救援中心举行消防车辆暨器材发放仪式，
为赤壁、赵李桥、官塘驿、神山等4个乡镇专职消防队发放
一批消防器材，以提高农村抗御火灾的整体能力。

近年来，赤壁市不断加强乡镇专职消防队伍建设管
理，巩固集中训练成果，在加强消防车辆、器材装备保养维
护的同时，以此次消防器材补给为契机，提高农村防控火
灾的能力，确保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及时赶往现场，保一方
平安，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据悉，该市此次发放的消防器材包括4辆消防车、2辆
消防摩托车，以及防护服等一批消防物资。

赤壁城东污水处理厂

建成投入试运行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报道：日前，赤壁市城东污水处

理厂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试运行，预计6月份转入
商业运营。

城东污水处理厂项目位于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9
组，总投资为7300多万元，由北控水务集团在赤壁市成立
的全资子公司——赤壁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按BOT模式进
行投资建设运营。项目于2015年9月开始建设，2016年
12月底实现主体工程通水调试。

由预处理系统、生物处理系统和深度处理系统三个部分
组成污水处理系统，日处理污水总规模为8万吨，其中一期
工程为每天3万吨。目前，按每天1.5万吨处理规模运行。

赵李桥镇整治环境

扮靓镇容村貌
本报讯 通讯员贺瑞华报道：日前，赤壁市赵李桥镇开

展环境卫生综合整治明察暗访，以检验该镇环境卫生专项集
中整治活动取得的成效，发现薄弱环节，堵塞管理漏洞。

检查组深入107国道和赵崇线公路沿线、街道、村（社
区）委员会及村民房前屋后等地，采取实地查看、拍摄的方
式，在每个村抽查一个组的同时，详细了解村民对环境卫
生整治工作的看法。同时，针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逐一
登记。对存在垃圾积存、没有日产日清和卫生保洁不达标
的村、社区限期整改。

“自整治活动开展以来，全村大街小巷非常干净，走在
村里心情都不一样了。”村民群众感慨地说，镇容村貌的改
善，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日前，
赤壁市纪委检查组运用大数据，对该市公
租房（廉价房）住房补贴发放对象展开全
面清理清查，确保保障性住房公平有效分
配。

自2008年实施住房保障制度以来，

该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城市中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并制定出台相应的政
策规定，建立健全公租住房保障体系，不
断规范公租房建设、管理工作，使城区困
难群众住房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该市纪委运用大数据进行清理清

查，旨在进一步收集公积金、税务、工商
等基础信息，通过全方位、全覆盖的信息
比对，全面掌握公租房（廉价房）住房补
贴领取对象的真实信息，对比对发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为制定《赤壁市保障
性住房后期管理的实施办法》等系列规

范性文件提供依据，给保障性住房涂上
“防腐层”。同时，通过建立共享平台，进
一步完善住房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和保障
性住房档案，做到一户一档，不断强化对
保障对象家庭住房和经济状况的动态监
测。

大数据比对 全履盖清理

赤壁给保障性住房涂“防腐层”

本报讯 通讯员肖少华、袁俊报道：日
前，笔者从赤壁市交通运输局纪检组获悉，
该局利用2个月时间对农村公路建设项目
进行的专项监督检查，发现公职人员参与
工程建设的有23人，发现同一个人2次以
上承建农村公路领取国家资金待核线索13
条、同一个村向2个以上部门申报农村公路

建设国家补助资金待核线索36条，已核实
违纪2人，拟立案审查2人、问责2人。

近年来，随着农村公路建设的快速发
展，赤壁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2419.54
公里。其中，2015 年新建 81.4 公里，
2016年新建144.8公里。

该局纪检组根据群众反映的农村公

路质量问题等有关线索，开展农村公路项
目专项监督检查活动，严肃查处违纪问
题，以从严治党的实效取信于民。

为确保专项督查落到实处，今年3
月，该局纪检组从全系统抽调7名纪检委
员组成工作专班，从该市财政、扶贫办等
部门获取“一事一议”、扶贫项目支持农

村公路建设等有关资料，运用大数据进行
比对，并通过典型解剖，重点检查农村公
路建设计划数与实际数是否相符，资金拨
付和使用是否规范，是否存在套取国家资
金虚报冒领问题，以及招投标是否真实规
范，是否存在党员干部插手、参与工程建
设等，为公路建设项目系上“安全带”。

典型解剖 专项督查

赤壁为公路建设项目系“安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