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跟党走、做先锋，重诚信、不售假，守税章、促和谐。”赤壁市官塘驿镇个体经营户叶明亮的店铺里，一块
金灿灿的共产党员承诺牌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赤壁市个私协会党组织开展党员“三亮一树”活动出现的新气象。
近年来，赤壁市坚持把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非公经济快速发展的“红色引擎”，

不断创新非公经济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努力通过发挥“关键岗位有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突击攻关有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党员积极主动为社会服务，为群众排忧解难，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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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打造“红色引擎”
——赤壁市个私协会强化党建工作纪实

通讯员 贺祖清 邓珊萍 王炜

今年首批
砖茶开采

6月18日，赤壁市万亩茶园内，茶农
正在抢抓晴好天气，运用机械采收今年
首批砖茶原料。

据悉，该茶园基地采用机械化作业
后，每天采收原料茶可达 1.5 万公斤，预
计半个月时间便可完成万亩茶园的全部
砖茶原料采收，较人工采摘省工、省力、
省时。

通讯员 飞扬 吕蓉 摄

赤壁交通运输局

荣获知识竞赛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袁俊、周敏报道：近日，赤壁

市交通运输局代表队在赤壁市纪委、赤壁市直机关工委主
办的《准则》、《条例》知识竞赛中荣获一等奖。

据了解，此次知识竞赛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
个环节，以最终累计得分评定比赛名次。经过前期初赛的
激烈角逐，有8支代表队进入决赛。由赤壁市公路管理局3
名选手组成的交通运输局代表队，在决赛中斗志昂扬、思维
敏捷、配合默契、应答自如，精彩的表现不时激起全场观众
的热烈掌声。经过三个环节的激烈对决，最终，交通运输局
代表队喜获一等奖。

赤壁公安局

集中发还被盗财物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马俊、马万里报道：6月16日上

午，赤壁市公安局举行打击侵财犯罪行动发还赃物大会，向
群众发还被盗抢的现金和机动车辆、手机等有价物品，折合
人民币约300余万元。

活动现场，赤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经侦大队、禁毒大
队、治安大队、交警大队、消防大队等部门，通过设立宣传展
板、咨询台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制，开展法律咨询，警告违
法犯罪分子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

近年来，赤壁市不断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侵财违法犯
罪行动，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先后破获侵财性案件628
起，其中系列案件207起，打掉3人以上犯罪团伙20个，刑
事拘留175人，提请批捕137人，移送起诉112人，人民群
众的社会安全感和满意度普遍提升。

赤壁运管局开展宣传周活动

营造节能降碳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6月11日开始，在为期一

周的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期间，赤壁市运管局坚持深入全
市维修企业，开展“以先进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培育和践行节约集约、循环利用资源的观
念，着力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该局紧扣生态文明主题，组织维修企业实地学习该市
信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的节能经验，加大节能减排设备的
投入，推广应用绿色机电维修、绿色钣金维修等技术，推动
汽车维修行业绿色生产。

赤壁市信达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通过推广废弃物分类回
收与应用等技术，实现机电维修、绿色钣金维修、洗车水循
环利用，取得良好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先后被省运管
局评为全省绿色维修示范企业和全省第四批节约减排示
范企业。

赤壁地税局开展警示教育

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本报讯 通讯员但丽莎、贺仲春报道：6月15日，赤壁

市地税局组织58名党员干部到该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
育基地观看展览，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该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围绕“高瞻领航向，策
马力扬鞭，警世钟长鸣”等内容组成的宣传板块，运用丰富
翔实的图片、文字、视频资料与先进的声光电技术，集中展
示了党的反腐历程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成效，深入剖析了
近年来查处的部分腐败典型案例。特别是“赤壁人”、“赤壁
事”板块展示的身边违法违纪案例，给该局党员干部以极大
震撼。

“铸廉洁地税，助赤壁发展。”该局负责人参观学习后，
代表全体党员干部在留言簿上留言，警醒大家一定要以案
促省，常怀律已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切实筑牢拒腐防变思
想道德防线。

赤壁供电公司

确保电网安全度汛
本报讯 通讯员石玉凌风报道：日前，赤壁供电公司出

台多项举措，扎实做好防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度汛。
5月以来，该公司本着早准备、早防范的原则，及时启

动度汛备战预案，一方面加强与气象、水利部门的沟通联
系，准确掌握天气、水位变化，并根据地方汛情、雨情、灾情
等信息，做好电网恶劣天气下的防汛、防雷应急响应，全力
维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一方面加强对输配电设备、防汛排
涝线路杆塔等设施的巡视，及时清理树障，整治隐患，确保
电网平稳运行。同时，严格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保持
95598报修热线畅通，确保汛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及时进
行应急处理。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王莹报道：
6月16日，赤壁市与上海中能企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就兴建300万吨环保包装
纸项目完成签约，标志着该项目正式落户
赤壁。

据了解，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拟在赤壁市投资建设的300万吨环
保包装纸项目，采用世界纸业高端设备，

利用先进、环保的工艺流程组织生产。
该项目以废纸为原料，生产过程中无

任何化学添加剂，无制浆、无异味，符合环
保要求，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资源循环利用
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包装服装、鞋帽、
食品、电商、快递等行业领域，项目总投资
约120亿元，达产后年销售收入可达135
亿元、利税30亿元，将提供2000个就业

岗位。
近年来，赤壁市突出生态优先，加快

绿色崛起，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积极
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助推工业经济
转型升级。全市各职能部门不断提升服
务能力、服务质效，不仅组织专班，大员上
阵，服务300万吨环保包装纸项目落户，
而且开拓一站式服务通道，全力支持企业

开工建设。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拓展与赤壁市合
作的空间，全力以赴做好项目规划，狠抓
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把该项目建设成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示范企业，为促进
赤壁市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崛起聚集正
能量。

突出循环利用 推动转型升级

300万吨环保包装纸项目落户赤壁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
“今年的小龙虾行情好，全年能赚一万多
元，全靠有村干部支持。”6月20日，赤壁
市余家桥乡余家桥村2组贫困户叶后英
充满感激地说。

这是该村党支部组织群众流转300
余亩农田发展稻虾连作，给群众带来的
实惠。其中，8户贫困户通过土地入股和
务工的方式，实现人均增收5000元。

近年来，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结合荒山荒地较

多的实际，通过“村支部+项目+农户”的
方式，带动群众发展种养产业。按每亩
每年200元租金流转土地，先后发展杨梅
种植300多亩、茶叶850亩，带动100多
户农户参与基地务工，实现户平年收入1万
多元，并形成了以土鸡、肉狗、黑山羊等
项目为主的特色养殖，带动群众共同致富。

该村与通城县竹仙酒业合作流转
100亩竹林，按每根产酒竹补贴15元和
吸收村民进竹酒厂务工等方式，为全村
群众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刘露报道：
“我是党员，我带头。”日前，在赤壁市赤
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区迁坟工作动员大
会上，该社区普通党员、六组组长王新华
的表态掷地有声。

原来，赤马港木田学校项目建设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在项目
征地施工范围内有 37座坟墓，阻挡了
项目施工进程，迁坟工作迫在眉睫。

该项目是赤壁市政府2017年度十大
民生工程之一，总投资9000万元，占地面

积近6万平方米，规划班级54个，容纳学
生3000名，计划2018年投入使用。学校
建成后，可极大缓解城区学校学位紧张
局面。

“兴办教育是百年大计，造福子
孙，我们应当极力配合。”动员会后，王
新华仅用一天时间，就带领兄弟、侄子
冒雨率先迁完了自家的 4座祖坟。在
王新华的示范带领下，该社区已圆满
完成迁坟任务，确保了项目按期开工
建设。

余家桥村

种养产业富群众
木田畈社区党员

立行立做作表率

赤壁维达力电子玻璃二期

入选全省重点建设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张燕燕报道：日前，省重点项目建设领

导小组给赤壁市发改局寄发的2017年全省级重点建设项
目证书显示，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正式入围，成为咸
宁市今年入选的7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位于赤马港工业园，由香
港中南创发集团投资兴建，项目总投资8亿元，今年2月开
工建设，预计2019年全面建成。

该项目建成后，主要为三星、JDI、LG、华为等移动设备
制造商生产电子玻璃基板、盖板玻璃、电容式触摸屏等产
品，预计年产值可达40亿元，年缴税收近1亿元，可提供
3000余个就业岗位。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赤壁市

一方面指导各个私协会在全体党员中，开
展以“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树形象”为
主题的“三亮一树”活动，增强党员的责任
意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一方面开展“我

们是党员，我们在行动”活动，激发党员的
奉献热情，树立良好形象。

截至目前，该市共设立党员经营承诺
牌65个、党员先锋示范岗20个。其中，4
个基层协会党支部、45名个私协会党员
受到省、市个私协会表彰。

统计显示，今年来，该市个私协会党组
织仅在“捐资助学、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中，
募集爱心捐款4.2万元，扶助留守儿童148
名；开展的“情满夕阳红”活动，向新店镇等
福利院送去慰问金、物资约合2.2万元。

赵李桥镇个私分会党员周传祥，在自

己创办的群祥电子加工厂专门留出10多
个就业岗位，吸收周边贫困群众就业，被
誉为是群众的“贴心人”。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个私协会党员主动亮身份、作承诺、办实
事，感染和带动了周边一大批群众。如
今，赤壁市馨姿雅发源地、强盛摩托车行、
德发建筑公司等单位员工，也纷纷加入到
爱心志愿队伍中来。

激发“红色效应”

支部强不强，全靠领头羊。
如何抓好支部这个“关键少数”？赤

壁市的实践是，指导个私协会党组织选优
配强各支部班子，选派支部书记参加多层
次学习培训，以支部书记的领头作用，带
活支部这个“关键少数”。

为推进基层分会党支部阵地建设，赤
壁市集中在蒲圻办事处、赵李桥镇等个私
分会开展党员活动中心规范化建设，按照
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
有制度等“六有”要求，先办点示范，后全
面推开，引导各党支部根植基层。

支部强不强，制度建设是保障。该市
按照“六事联动”要求，指导各支部扎实开
展好每一期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落实

“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强化党内监督，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同时，结合精准扶

贫、文明卫生城市创建等工作，指导各支
部做好“+”字文章，不断增强党支部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

赵李桥分会党支部组织党员与贫困
户“一对一”结对帮扶，官塘驿镇分会党支
部带领党员深入葛仙山景区义务捡拾垃
圾，以及为福利院老人义务理发等，不仅
激发了党员的宗旨意识，更增强了党员

“爱家”、“护家”的积极性。

打造“红色堡垒”

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家”。
由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党员分

散、流动性大、管理难，要实现非公经济党
组织全覆盖，必须拿出“非常”之功。对
此，赤壁市一方面以开展非公党建“百日
攻坚”行动为契机，把触角伸向各行各业，

组织专班深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专
业市场进行调查摸底，掌握情况，发现问
题，研究对策，努力推动党组织应建尽建、
全面覆盖；一方面按照便于党组织开展活
动、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采取片区
联建、同业共建、挂靠组建、龙头带建等方

式，指导该市个私协会党总支在各分会成
立党支部，帮助协调办理相关党员组织关
系的集中结转工作，注重在优秀的工商从
业人员中发展党员。

为加强各支部建设，赤壁市从工商局
机关选派11名党建工作指导员，下沉到

各个个私分会党支部，加强党建业务督
导，将关口前移到一线，责任要求落实到
基层支部，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覆盖。

“党员之所以能够按时找到‘家’，‘百
日攻坚’行动功不可没。”赤壁市个私协会
党总支书记邓珊萍说，该市成立于1994
年的个私协会党总支，目前已有基层协会
党支部11个，在册党员492人，覆盖了五
金建材、食品副食、服装衣帽等全部行业。

建好“红色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