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柯常智 组稿：彭志刚 黄富清 余俊辉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7年5月12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赤壁国税局

推出“掌上”代开发票业务
本报讯 通讯员王俊涛报道：“用手机1分钟就能开出

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真是又快又方便。”日前，赤壁市纳税
人袁厚烈拿着用手机开出的电子发票高兴地说。

为缓解窗口办税压力，便捷高效服务纳税人，该局及时
推出手机APP办理发票代开业务，实现了个人代开普通发
票“掌上办、随时办、快捷办”。

据了解，这一增值税网上代开发票平台，具有掌上移动
办税、全天候24小时代开、发票电子化等优势，纳税人通过
下载安装“航信帮帮”APP并注册，即可进入代开发票模
块，经后台审核通过后，便可运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税款。

扩规模
增效益

日前，赤壁新纺纺织实业有限公司
标准化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忙着生
产印染布。

为扩规模增效益，该公司今年投资
2.3亿元，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印染生产线
和特殊染整设备，投产后不仅年产值可
达 5 亿元以上，年上缴税收 3000 万元左
右，出口创汇3000万美元以上，还新增就
业人员300余人。

通讯员 王莹 摄

平安幸福是人民群众的永恒追求。
今年来，赤壁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平

安建设作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工
程来抓，围绕“抓领导重视、促责任落实；
抓基层创新、促基础夯实；抓宣传引导、
促全民参与；抓重点群体、促攻关破局；
抓考核奖罚、促主动作为；抓队伍建设、
促形象提升”的“六抓六促”目标，着力构
建高效、和谐、惠民的平安建设新机制，
不断夯实“平安赤壁”建设基础，有力促
进了文明赤壁、和谐赤壁、富裕赤壁建
设，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广宣传，入企进校造声势

为确保平安创建意识深入人心，今
年初，该市市委常委连续2次召开平安创

建专题会议，制定出台了《赤壁市2017年
度平安创建工作方案》，强化领导之责、
指导之责、督办之责。

一方面，由主职领导挂帅，组织相关
部门抓好春节期间的交通、供水、供电和
公共场所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治安
防控有效、禁鞭成效明显、交通安全畅
通、景区安保落实；

一方面运用宣传媒体进行正面引
导，激发全民参与意识，通过进企人户征
求“两代表一委员”和企业家对政法机关
推进平安创建的意见建议，聘请敢于直
言的代表担任监督员，全程监督政法和
平安创建工作。

同时，在教育系统开展“平安学校”
网络测评、“大手拉小手”等校园文化活
动，引领全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积极参与
平安创建，不断提升市民对平安创建的
知晓率。

截至目前，该市共印发各类公开信
和宣传资料20万份，发放平安创建小常
识手册1万份，发送宣传短信120万条，

悬挂综治平安建设标语、横幅1682条，张
贴禁毒、禁鞭通告12000份。

打基础，固本强基建网络

开展平安创建，打牢基础、健全网络
是关键。

该市注重发挥基础示范点的带动作
用，以网络信息化推动群防群治落实。
继率先在官塘驿镇、赤马港办事处、蒲圻
办事处、车埠镇、赤壁镇和赵李桥镇建立6
个高标准、规范化的乡镇综治维稳中心
后，该市本着“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
防、重点工作联动、突出问题联治、服务管
理联抓、基层平安联创”的原则，加快网格
化信息平台建设，运用大数据，实现人、
财、物的精准管理，并带动其他乡（镇、办）
的综治维稳中心建设，形成互联互通的政
法、综治、平安建设数据管理平台。

该市按照“白天见警车、晚上要见警
灯”的要求，不断充实巡、特警队伍，加强
各地各单位各乡（镇、办）巡逻联防队伍
建设，确保主干道、重点场所和人口密集

地段，实现24小时全天候巡逻。

强队伍，压实责任护平安

该市充分发挥政法队伍在平安建设
中主力军作用，以不断提升的队伍素质
促进平安建设提档升级。

该市一方面按照抓好班子、用好人、
立好规、履好责的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强化用制度管权、管人、管
事；一方面严格按照议事决策规则，在全
市政法系统抓学习、强认识，抓查摆、促
整改，抓问责、正行为，努力通过抓典型、
树旗帜，不断提升政法队伍形象，增强政
法干警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截至目前，该市政法系统共召开集
体整训大会2次，开展集中学习讨论15
场次，收到干警提交的心得体会文章300
多篇。其中，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赤
壁市公安局民警徐建军的先进事迹，先
后被《人民日报》、新华网、中央电视台等
11家中央省、市媒体报道，受到社会的一
致好评。

众手浇开和谐花
——赤壁深化平安建设纪实

通讯员 黄富清

谋百年之计 促全域改革
新常态赋予赤壁旅游新命题。
近年来，赤壁在大举措推进旅游大

融合的同时，更加注重全域旅游的改革
创新，通过建立相配套的领导体系、执法
体系、保障体系，为旅游发展“保驾护
航”。

该市一方面成立由市党政主要领导
挂帅，各乡镇和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
全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着力破解“小马
拉大车”难题；一方面优化执法体系建
设，不仅率先在全省成立旅游执法大队，
健全了游客投诉受理机制及热线服务通
道，还围绕“1+3+N”的旅游联合执法体
系，加快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和旅游
工商体系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
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全域旅游实
施方案》、《关于推进旅游业发展奖励办
法》等7个系列文件，每年落实专项旅游
发展资金600万元。

鉴千年之史 讲全域故事
文化是城市的记忆。赤壁历史跨越

千年，逐步形成了广博而多元的文化，全
域旅游故事常传常新——

“赤壁之战”使得赤壁永载中国史
册，赤壁古战场景区据此持续打造“研学
赤壁，重读三国”及“穿越到千年，吉祥借
东风”等系列品牌活动，触发了新一轮的
英雄情结及三国研学寻梦热潮，每年仅
接待省内外三国研学游研学游客就达87
批次、13万余人；

“万里茶道源头”持续放大品牌效
应，万里茶道上最古老的小镇“明清古
街”和华中地区最具特色的“双史博物
馆”、最生态的茶园自行车慢行公园“万
亩茶园”、最先进的黑茶制造生产线“羊
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等项目，赢得了
国际友人的广泛关注，每年接待茶旅游
客50万余人次；

休闲线路带火了赤壁四季，围绕乡

村旅游推出的“赤壁美丽绽放季”主题线
路，形成了“春赏花、夏摘果、秋拾叶、冬
钓雪”的四季乡村休闲特色游，“春踏葛
仙山，遇见樱花海”、“百株樱花在武大，
万亩樱花在赤壁”成为叫响湖北的特色
游品牌，每年吸引赏花游客7万余人……

圆万民之梦 享全域硕果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
统计显示，“十二五”期间，前往赤壁

观光度假的游客达到2427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突破130亿元，旅游产业带动万名
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旅游示范区、名镇、名村、名街、高
星级农家乐”等联创工作，在推动乡村旅
游纵深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带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活力因子——

港中旅、万达文旅、卓尔文旅、北京
东方园林集团纷纷签约赤壁，一批重大
旅游项目落地开花；

三国赤壁古战场创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开始迎检，五龙山温泉度假区获携程
旅行网最佳度假酒店和最佳亲子酒店奖；
华美达广场酒店、羊楼洞明清古街、万亩
茶园自行车慢行公园在2015国际茶业大
会精彩亮相；羊楼洞茶文化产业园被评
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
目前，赤壁市A级景区达到12家以

上，名列全省县级市前列；旅行社达到6
家，星级宾馆达到11家，全市酒店床位达
到5000个以上；拥有国家级农业旅游示
范点1个、国家级景观名镇1个、省级旅
游名镇1个、旅游名村2个、农家乐320
家。预计到2020年，赤壁市接待国内外
游客将达到165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110亿元。

万里追源寻茶道，千年筑梦借东
风。赤壁旅游，正在推动“美景有界，全
域无疆”旅游发展的征程中，焕发出无穷
的生机，助推赤壁经济跨越腾飞。

美景有界 全域无疆
——赤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纪实（下）

通讯员 肖琦

4月27日早上，在赤壁市交通运输
局，5名基层纪检委员早早来到纪检组长
肖少华的办公室，认真做着笔记。

“今天的任务是调查茶庵岭镇农村公
路项目建设资金违规情况，2人一组，分别
找云台山村、八王庙村的村支书、主任、会
计、相关当事人了解情况。”肖少华说。

随后，工作专班一行人驱车前往茶
庵岭镇，到达云台山村村委会后，采取事
先不打招呼，兵分三路，开始了初步调查
工作。三个小组分别找该村书记、会计、
副主任、相关当事人了解了情况，制作谈
话笔录，调查取证。

了解具体情况后，一行人前往镇财

经所查找近两年农村公路建设的财务凭
证，对比大数据，查找漏洞。同时找财经
所负责人了解工程招投标情况。

12时20分，工作专班利用在镇食堂
吃工作餐的时间开了一个短会。肖少华
说：“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要通过计划建设
里程与实际建设里程来发现问题，看有

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之后，一行人又赶往茶庵岭八王庙村，

继续找相关当事人进行谈话、了解情况。
下午5时30分，在经过各方调查取

证后，两个村收集信息工作完成。肖少
华说，为了了解最真实的情况，做到公平
公正，一天的辛苦是值得的。

调查取证促公平公正
记者 黄柱 通讯员 袁俊 纪甜一

赤马港办事处

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舒俊杰报道：日前，赤壁市赤马港办事

处维达力项目环境整治专项领导小组召开专题协调会，着
力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四难”问题和“三冷三热”现象，
全力创优环境，促进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

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是赤壁市引进的重点高新
企业，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10月，规划占地面积22万平
方米，计划吸纳就业人员5000余人。为确保该企业三期项
目顺利开工建设，办事处党委牢固树立敢担当、能担当的责
任意识，积极组织处、村、组三级骨干组成环境整治工作领
导小组，并设立项目警务室，全天候服务项目抓调度、抓推
进，营造了重商安商亲商富商的良好氛围。

截至目前，该办事处已先后召开项目协调会议10余
次，协助维达力公司处理各类施工和遗留问题8起，有力服
务了项目发展。

11位文史作家齐聚赤壁

聚焦历史采写时代新风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报道：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原

副总编辑钱江，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画院副院长何俊
田等11位著名文史作家，受邀来到赤壁市，开展“文史作家
写赤壁”活动，以聚焦历史文化，捕捉时代新风。

为期3天的采访活动中，文史作家们先后前往三峡试
验坝、蒲纺工业园区、万亩茶园、羊楼洞明清古街、赤壁古战
场等地，实地了解赤壁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良好的生
态环境，帮助海内外朋友了解赤壁、认识赤壁、感受赤壁。

近年来，赤壁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文化振兴”计划，
在完善公共文化配套设施的同时，通过举办三国赤壁文化
旅游节、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

“著名作家写赤壁”作家采风等活动，有效提升了赤壁市的
影响力和美誉度。

赤壁文体广新局开展专项整治

净化校园周边文化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田宏伟报道：日前，赤壁市文体广新局

启动“校园周边文化市场集中整治”行动，为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该局执法人员针对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违法违规经营
行为，大力清理整顿出版物市场，严厉查处宣扬淫秽色情、
凶杀暴力、低俗庸俗、鬼怪灵异、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口袋
书、卡通画，以及涉政反动读物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
有害出版物。

截至目前，共检查学校周边出版物销售店10余家，依
法依规取缔违规销售图书地摊1家，有效净化了校园周边
文化市场。

赤壁地税局组织党员进村

一对一帮扶贫困户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5月9日，赤壁市地

税局结合今年第5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到结对
扶贫的官塘驿镇龙凤山村，对精准扶贫对象进行回访，帮助
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去年来，该局积极为该村精准扶贫工作出实招、办实
事。不仅投入资金6万元，为该村整修了月山堰、大屋堰，
解决部分农田灌溉难问题；还投资10万元新建70亩桑椹
基地，投资3万多元购买鱼苗，支持村集体经济发展；与6
组贫困户张宝清合资兴办养鸡场，养殖土鸡2000多只；帮
助5组贫困户张铜山落实3万元无息贷款，饲养4头黄牛、
500只土鸡……

据悉，该局在该村进行对口扶贫的脱贫对象共有36
户，不仅一一安排党员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还量身定做
了脱贫计划，极大地增强了群众按期脱贫的信心。

赵李桥镇举办文艺晚会

激发平安创建活力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贺瑞华报道：4日晚，赵李

桥镇砖茶社区文化广场人声鼎沸，由镇党委、政府主办，赵
李桥茶厂、砖茶社区、赵李桥社区联合承办的“平安创建红
五月”文艺晚会隆重上演。

由舞蹈、独唱、黄梅戏、体操表演等20个精彩节目串起
的文艺晚会，围绕平安创建主线，将“一感两度两率”和平安
村（社区）、平安单位、平安家庭（户）的创建标准穿插其中，
既向广大群众宣传了平安建设理念，又弘扬了平安创建主
旋律，使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晚会上，《茶香中国》、《工间操》、《撸起袖子加油干》、
《对花》等节目表演，引起群众的共鸣，博得了阵阵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