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的培训，让我从精神上‘补了钙
’、知识上‘充了电’、工作上‘加了油’。”
16日，赤壁市官塘驿镇党委书记张少辉
与该市21名党员干部代表一起，不远千
里来到浙江大学，学完《互联网+背景下
的农业与农村电商发展》的精彩课程后感
慨地说。

这是赤壁市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
实施干部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推动干部培
训常态化的一个缩影。

高端培训，提升核心能力

提升干部能力和素质，关键在于“学
习，学习，再学习”。

近年来，该市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投融资管理、

文化旅游、社会治理、城市建设与管理、精
准扶贫等重点工作，与国内知名高校联合
办班，量身定制高端培训项目。

为提升领导干部主动适应和积极引
领发展“新常态”的能力，更好地服务全
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该市采取异地培
训、考察游学等形式，着力实施干部教育
培训专题研讨班工作方案，力争今年内
举办各类培训班 10期，让全市各乡镇
（办）、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至少接受1
次高端培训。

5月13日，该市第1期研修班于浙江
大学开班，在为期7天的培训中 ，参训干
部重点学习了特色小镇建设、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农村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现代农
业发展等内容，通过案例分析，既学习了
理论，又掌握了“实战”经验，视野不够开
阔、观念不够更新、思路不够清晣的问题
得到有效根治。

精准培训，补齐工作短板

干部缺什么就补什么，是赤壁市落实

精准培训、补齐干部工作短板的实践。
该市本着“重要干部重点培训，优秀

干部加强培训，年轻干部经常培训，紧缺
人才抓紧培训”的原则，结合各类人员的
培训重点，精准制订培训计划，重点抓好
换届后调整新岗位的领导干部、新录用公
务员、党员等三类人员的集中培训。采取
授课辅导与在职自学相结合的办法，“走
出去”培训、“引进来”授课，着力补齐党员
干部新常态下的能力短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全面加强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提升社区党组织政治
引领、服务群众、综合治理能力，该市近期
再次组织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和部分社
区书记赴江苏南通市崇川区、浙江金华市
东阳市、武汉百步亭等地，学习考察社区
党建先进经验，推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条块结合的区
域性党建新格局。

全员培训，激发队伍活动

提升干部能力素质，既要靠学习培

训，也要靠实践历练。
为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增强履

职能力，3月28日，该市举办了科级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培训
班，一方面邀请省委党校党史党建专家、
党情研究所所长徐仲韬作专题辅导报告，
对全市950名党员干部进行集中培训，组
织参训学员围绕如何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等主题
进行交流发言，增强遵章守纪意识，提高
党建工作执行力；一方面结合“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常态化抓好党员干部全员培
训，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落实到每一
个支部、每一名党员。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为强化主
体责任的落实，自5月18日开始，该市组
成5个工作专班，对全市各地各单位落实
主体责任、强化全员培训情况展开督查指
导，对履行主体责任不力的单位党组织和
主要责任人启动问责程序，以严厉的追责
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

打铁先要自身硬
——赤壁实施干部素质提升工程纪事

通讯员 贺祖清 魏渊

★日前，笔者从赤壁镇获悉，该
镇去年招商引资在周郎嘴村兴建的
粮食烘干项目，设有大型粮食仓库
1800平方米，可囤积稻谷8000吨；
高水分潮粮囤积钢板仓4个，可囤积
高水分潮粮1000吨，确保了该村周
边10万亩水稻不再发生因多雨季节
导致的粮食腐烂、变质现象，解决了

农民晒粮、囤粮难问题。
（张海燕）

★近日，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砂
子岭社区干部、禁毒志愿者深入辖内
车站、小区，为居民群众讲解禁毒法
律知识，宣传毒品的危害，，有效增强
了全民禁毒意识，震慑了毒品犯罪。

（舒俊杰）

★连日来，赤壁市公路管理局养
护公司围绕“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宣教
月活动主题，制作20余幅廉政文化宣
传图“上墙”、“上屏幕”，设立固定宣传
栏6块，深化《准则》、《条例》学习等，
促进了党风廉政教育入脑入心。

（袁俊）

★日前，赤壁市茶庵岭村农网改
造现场一片忙碌，电力施工人员正在
紧张有序地进行配电变压器组装和
电网拉线工作，为该市供电公司在6
月30日前完成总投资9769.76万元、
涉及153个村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项目奠定了基础。

（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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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陈婧、徐泰屏报
道：“去年在宋河三垸承租的120亩湖沼
湿地塘养殖小龙虾，实现纯赚30万多
元，今年到目前为止又赚了10多万元！”
22日上午，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村民方
林一边忙着将小龙虾收网装箱销往武
汉，一边高兴地对前来调研的赤壁市水

产局干部说。
神山镇现有的18个村，有近一半

的村位于西凉湖周边，境内河港湖沼
塘池众多，加之水草湖蒿繁茂，湿地特
征明显，为养殖小龙虾提供了天然的
温床。

近几年，该镇围绕建设鄂南现代农

业强镇目标，在大力发展猕猴桃、油茶、
景观苗木和特色果业基地的同时，坚持
把做大做强特色效益水产品放在重中
之重，依托宋河三垸3000多亩湖沼湿地
和西凉、龙岭、西湖、钟岭、凤凰、神山、
埠头、大桥等村河塘众多的资源优势，
积极争取该市水产局的技术支持和银

行部门的资金支持，大力推广和发展投
资小、见效快的小龙虾产业，不断推动
精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

目前，该镇依托河塘发展小龙虾
养殖约1万亩左右，年产值近5000万
元，使沿湖村村民不再守着河塘“讨”
饭吃。

盘活资源 调优结构

神山镇河塘“蹦”出虾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琴芳报
道：19日，赤壁市车埠镇首届小龙虾美
食节隆重举行，近万名游客在见证和参
与“虾王争霸”厨艺比拼、“钓龙虾摸泥
鳅”比赛等活动的同时，实地感受了小
龙虾美食节华丽盛宴。

“小龙虾美食节的货源主要来自我
们村，这是我们全村群众的荣誉。”车埠

镇盘石村党支部书记夏如红告诉笔者，
该村小龙虾产业的兴起，缘于他最先开
始的稻虾套养模式，积累了养殖经验
后，他便通过每月的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发动全村52名党员带头养，然后以
党员户带动周边农户集中连片养殖，并
通过成立稻虾技术服务中心，指导家家
户户发展小龙虾养殖。

“我在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中，得知
农户养殖小龙虾销路难的问题，便带领
大家成立合作社，通过注册‘车埠红’商
标，形成品牌效应，帮助农户拓宽了销
路。”车埠红小龙虾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祝移婆说，由他负责搭建交易平台的合
作分工，使农户得以专心养虾。

目前，车埠镇以“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为契机，通过“支部主题党日”凝聚党
员智慧，激励党员示范引领，先后成立
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共63家，落实稻
虾联作、稻虾轮作面积3.5万余亩，取得
了覆盖全镇15个村，带动近千人就业，
实现年产量350万公斤、产值1.4亿元的
喜人成绩，一个“健康养殖+餐饮服务+
节庆文化”的精准脱贫产业越做越大。

党员带动 群众参与

车埠镇稻田“养”活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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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储户
问卷调查

23 日，人行赤壁市支行工作人员深
入辖内银行营业大厅，向储户发放城镇储
户问卷调查宣传资料，拉开了落实人民银
行总行季度性制度问卷调查工作，以为国
家货币政策决策和宏观经济调控提供重
要依据和参考。

1989 年开始，赤壁市人行就被列入
全国第一批50个基层定点调查行之一，
配合人民银行总行开展调查工作已达28
年，其中每季度发放调查问卷400 份，取
得连续5年在人民银行总行问卷调查准
确性、真实性考核中排名前10名的好成
绩。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市“四大家”领导干部

接受“特殊课堂”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报道：22日，赤壁市“四大家”领

导及在职副县级干部一行40余人走进咸宁监狱这所“特
殊”课堂，看服刑人员失去自由的痛苦，听服刑人员讲失足
的悔恨，接受反腐倡廉警示教育。

在咸宁监狱民警的引领下，该市“四大家”领导先后参
观了警示教育展板、法制文化现场和服刑人员劳动学习生
活现场。两名服刑人员现身说法，从腐败的思想根源剖析
了他们从优秀领导干部堕落为犯罪分子的心路历程，以悔
恨的泪水警示大家，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据了解，赤壁市从5月初开始，就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
活动让反腐倡廉活动深入人心，让廉政文化入脑入心，让廉
政建设长久驻心。

苏里南主流媒体到访赤壁

传播文化增进友谊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19至20日，苏里南共和

国ATV电视台、苏里南中文电视台、星网网络、真理时报、
苏里南时报、SCCN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代表团访问赤壁。

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三国赤壁古战场、羊楼洞茶生态
文化产业园、万亩茶园、羊楼洞古镇等地，实地了解该市的
历史文化。赤壁悠久的三国文化和茶文化深深地吸引着苏
里南媒体朋友，他们一致认为，赤壁自然风光秀美，历史文
化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市场前景广阔。希望通过此次访
问，达到传播文化、增进友谊的效果，推动苏里南帕拉市与
赤壁的交流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

苏里南共和国位于南美洲北部，国土面积16.4万平方公
里，人口约56万，1976年5月28日与我国建交。

赤壁成立旅游发展委

推动全域旅游提档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肖琦报道：5月19日，是第六个“中国

旅游日”，赤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当天，赤
壁旅游第一巡回法庭、旅游警察大队、旅游市场监督管理分
局开始在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履行职能，标志着该市旅游
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去年，赤壁市被国家旅游局列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单位。为加快推进旅游发展综合协调机制体制改
革创新，该市决定设立旅游发展委员会，并构建“1+3+N”综
合执法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旅游行业执法机构，推动国家
旅游质量与安全、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贯彻执行。

赤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助推赤壁旅游
解放思想，加快完善旅游发展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
挥行业规划、产业促进、资源统筹、服务监管、部门协调等作
用，推进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全域旅游提档升级。

赤壁举办廉政书画展

营造思廉尚廉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报道：翰墨激浊流、妙笔扬清

风。22日，由赤壁市纪委、宣传部、文体广新局、教育局联
合主办的“清风‘莲’韵，全民倡廉”廉政书画作品展，在赤壁
图书馆廉政教育基地开幕。

此次活动征集的337幅作品形式多样，书体丰富，风格
迥异，集中展现了赤壁市廉政文化建设成果。展出的146
幅作品中，既有86岁高龄的作者，也有9岁小学生创作的
作品，使全市干部群众深受廉政文化的浸润和艺术的感染，
营造了思廉尚廉的浓厚氛围。

据了解，该市还将通过开展谈古传廉、学红锻廉、品茶
悟廉等系列活动，推进廉政文化宣传教育入脑入心。

赤壁市文体广新局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江桦报道：16日，赤壁市文体广新局

演绎的京剧《潇湘夜雨》，在该市第五中学体育场隆重上演，
拉开了该局送戏曲进校园的序幕。

舞台上，一旦三生默契地配合，从唱、念、做、打、手、眼、
身、法、步等，演员们结合戏剧服装、道具、头饰等，用生动的
语言、惟妙惟肖的表演动作，为学生讲解了现代京剧《红灯
记》、传统京剧《三岔口》中生、旦、净、丑等戏剧角色的特征，
并手把手地现场指导，以此激发学生对戏剧的浓厚兴趣。

与此同时，该局还于17日在市图书馆举办《移动的历
史，卖萌的文物》讲座；18日，把“移动博物馆”搬进柳山湖
镇中心学校，以图文并茂的文博图片展板，向师生宣传文物
保护知识，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惠民工程”有机结合。

赤壁国税地税联手

打造流动宣传风景线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在全国第26个税收宣传月

期间，赤壁市国税局、地税局充分利用城市交通宣传载体，
全面宣传税收对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形成一道靓丽的税
流动宣传风景线，有效调动了各行各业协税护税积极性。

为营造和谐诚信纳税环境，该市税务部门结合城市公
交车受众面广、辐射范围大、冲击力强的特点，充分利用公
交车上的“数字电视”，滚动播放《赋税为民 点滴成荫》宣传
片，形象诠释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意识，
把广大市民乘车时间变为“税收宣传进行时”，全面奏响“深
化税收改革、助力企业发展”的主旋律。

截至目前，该市国税地税部门已先后推出了“税收背景
声”、“翰墨书税风”、“校园诵税义”等活动，为税收宣传全城
同行、入脑入心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