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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唱“平安歌” 共谱“和谐曲”
——赤壁深入推进平安建设纪实

通讯员 黄富清 宋娟娟

赤马港办事处

招商引资实现“双过半”
本报讯 通讯员余芬芬、舒俊杰报道：今年来，赤马港

办事处围绕“三抓一优”战略部署，全力推进项目落地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元至6月份，成功签约企业2家，新开工9
家，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203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50.56%；完成招商引资额29580万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
59.13%。

为创优环境，服务招商引资，该办事处以征地拆迁工作
为突破口，处理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有效遏制了抢种抢栽
抢建、坐地要价等不良行为，确保了一批城建项目顺利实
施。同时，按照“招商引入一批、技改扩能一批、盘活解困一
批”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项目建设。先后引进投资3000
万元的武汉同共温控、投资6000万元的湖北金轮机械，以
及一期投资5000万元的未来家园、投资3000万元的雅冠
义齿配置中心等项目落户建设。

目前，湖北人福药辅投资4000万元新建的2条全自动
胶囊生产线和投资500万元用于GMP厂房和植物胶囊生
产线改造，天锐汽配投资2000万元用于二期生产线改造，
已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湖北星聚通过重组盘活，与维
达力达成152台自动丝印机订单，现已完成交货135台。

每当夜幕降临，市民们不约而同地
涌向人民广场、金鸡山公园等地，或休闲
散步，或强身健体；妇女们伴随着悠扬的
乐曲尽情展现优美的舞姿，孩子们在灯
光下开心嬉戏……和谐安宁的生活，折
射出群众对治安环境的放心与满意。

今年来，赤壁市围绕“发案少、秩序
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总目标，把平
安建设作为一项最基础的民生工程来
抓，坚持打防结合，创新管理机制，强化
综合治理，为百姓安居乐业撑起了一片
艳阳天。

上下齐心凝共识

经济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平安建
设就提升到哪个水平。

赤壁市委市政府以高度的责任感履
行平安创建主体责任，成立了以市委书
记江斌任组长，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朝曙
任为第一副组长的基层平安法治建设领
导小组，建立起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联建联创的工作机制。

该市136家综治法治单位迅速组建
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签订目标管理
责任书，层层落实党政主要领导保一方
平安的政治责任。

该市各级综治法治责任单位不仅负
责本系统、本单位平安法治创建工作，而
且分别明确一个乡镇（办）或社区（村）作
为联系点，指导联系点落实平安法治创
建，推动联系点平安法治建设。同时，市
政府还预算100万元反恐专项经费，组建
了由120人组成的常备处突力量，为专项
整治提供人、财、物保障，全力打造“平安
赤壁”。

打防并举严整治

治安好不好，事关警民关系和谐。
赤壁市公安机关本着“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排深排细”的工作原则，通过以
防促打、精准防控、多警种合成作战的工
作方式，以清除社会丑恶现象为切入点，
开展“雷霆行动”、“打击扒窃犯罪专项行
动”、“枪爆物品大查缴行动”、“缉捕盗抢
骗网上在逃人员专项行动”等系列整治；

以保障公共安全为切入点，开展危爆品
安全、消防安全及食品安全专项整治；以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为切入点，开展交通
安全（违法）专项治理；以呵护青少年身
心健康为切入点，开展网吧及文化市场
专项治理；以保障校园安全为切入点，开
展校园及周边环境整治行动，充分发挥
维护治安的主力军作用，严打不手软、严
治不松劲、严管不懈怠、严防不马虎，全
力守住安全底线，有效打击和震慑了违
法犯罪行为。

截至目前，该市公安机关共破获侵
财案件212起，抓获各类网上逃犯58人；
破获刑事案件131起；查处行政案件680
起；破获涉毒刑事案件19起，刑事拘留
23人，查处涉毒行政案件146起，行政拘
留169人，强戒72人，社戒72人。

6月16日上午，该市公安局在人民
广场隆重召开打击侵财犯罪专项行动发

还赃物大会，将追回的汽车、摩托车、电
脑、手机等价值50余万元的赃物，现场发
还给失主，受到人民群众的点赞。

标本兼治筑平安

稳定百业兴，平安万家福。
为了构建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赤

壁市党政机关和政法部门、相关执法部
门协调联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推进专
项整治，有效夯实了基层平安建设基础。

该市食药监局在食品安全整治行动
中，立案57起，结案48起，受理行政诉讼
案件5起；环保局对23起环境违法案件
进行行政处罚；质监局在开展农资、危化
品、建材产品、电线电缆等专项执法打假
工作中，立案12件，已结案7件；排查整
改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消防隐患165处，
学校师生和家长反映环境明显变好；围
绕“六种车”和“六类人”，共开展各类整

治行动437次，查处酒后驾驶173起，醉
酒驾驶6起，无证驾驶126起，货车超载
53起。

在消防隐患整治过程中，该市上半
年共检查单位 1064家，排查各类火灾
隐患1093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1233
处。

该市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
优化发展环境，持续开展“春风”行动，整
改各类治安问题118个，破获刑事案件
61起，调处各类纠纷218个；对全市重大
建设项目实行“一项目一专班”“一项目
一对策”，全程跟踪保驾护航，对干扰项
目施工的“一霸四强”行为，以“零容忍”
的态度严厉打击，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
回各类经济损失1800余万元；清理城区
鞭炮销售网点321户，劝止红白喜事燃放
鞭炮12次，立案查处10起，收缴烟花爆
竹1800件。

17日，赤马港办事处河北街社区永邦小区的治安巡防志愿者正佩戴红袖章，在小区内进行治安巡逻。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打响逾期贷款清收攻坚战

保障住房公积金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谢斌报道：今年来，为降低公积金贷款

风险，加速资金周转，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赤壁办事
处坚持把逾期贷款清收作为个贷工作重点来抓，通过启动
逾期贷款清收攻坚战，切实加强对逾期贷款的管控，保障住
房公积金运行安全。

为做好逾期贷款清收工作，该中心对逾期贷款进行逐
笔梳理，并结合逾期贷款人员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有
序推进逾期贷款清收工作。其中，对已到期的，采取个人筹
资加提取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相结合的方式，一次性
还清本息；对未到期的，采取先结清逾期部分，余下部分再
按期偿还；对长期拖欠拒不履行还款义务的，采取单位代扣
工资偿还、上门催收、发律师函催收等方式，强化逾期贷款
按期回收。

截至目前，该市先后有69人一次性还清了贷款本息，9
人全部结清逾期贷款，累计清收逾期贷款319.7万元。

赤壁强化社区党建工作

促社区治理提档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7月13日，赤壁市

召开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会,来自27个城市社区的400
多名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参会。

近年来，赤壁市委坚持把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纳入重要
议事日程，多次深入相关社区进行专题调研，掌握情况，发
现问题，研究对策。不仅组织3个办事处和蒲纺工业园区
的主要领导和部分社区党组织书记外出学习参观，还制定
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社区党建工作、推进社区治理提档升
级的意见》《关于集中开展城市社区“党建提升、治理升级”
活动的实施方案》《赤壁市社区“三建”“三度”调查工作方
案》等一系列文件，以“三建”“三度”为抓手，紧扣“人、财、
物”等要素，铆紧压实“三级责任”，不断推动工作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引领城市社区治理提档升级，有力促进了城市社
区党建工作。

赤壁审计局帮扶驻点社区

深化文明平安创建
本报讯 通讯员陈清、黎金萍报道：“感谢你们帮我解

决了生活污水问题，大家再也闻不到垃圾污水的臭味了。”
日前，赤壁市审计局党组班子成员一走进赤马港办事处周
画岭社区7组居民刘吕家，当即受到社区居民的点赞。

今年来，赤壁市审计局选派工作人员到赤马港办事处
周画岭社区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一方面以平安创建活动
为载体，以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和“基层活动日”为抓手，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助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一
方面把建立健全社区班子建设放在首位，听取社区居民
对社区工作的意见建议，充分调动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
积极性。并通过开展“我为社区送平安”、组织宣讲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召开平安创建恳谈会、赠送宣传
学习资料等形式，发动社区群众人人参与平安创建，合力
构建和谐社区。

赤壁国税地税联手

服务企业信用提级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这次申请复评，希望我公

司的纳税信用等级能得到相应调整。”17日，赤壁市宇环贸
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前往赤壁国税局、地税局申请纳税信
用等级复评时说，今年新推出的发票勾选认证，由于只对纳
税信用等级在B级以上企业开放，该公司在评定中只评了
个C级。

当天，像宇环贸易有限公司申请复评的企业还有8家。
针对以往企业不大关注信用等级，造成纳税信用等级

偏低，无法享受优惠纳税政策的实际，该市国税、地税部门
以助力企业发展为己任，不断创新纳税信用评级工作，当金
税三期系统因无法精准识别企业特殊情况而误判时，双双
联手，结合国家税务总局相关文件，对误判的企业进行复
评，并针对不同信用级别的纳税人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帮
助企业提升社会信用等级，确保企业按照享受到国家优惠
纳税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李菁报道：
“保护饮用水源地，关乎每一个人的健康
安全，需要大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8日，一向热爱游泳运动的王先生说，每
到天气炎热的夏天，赤壁市不少市民纷

纷到陆水湖游泳消暑，不仅破坏了饮用
水质，而且很不安全。

为保护“母亲湖”，赤壁市陆水湖环
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前作出
决定，在陆水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中心水厂取水点半径500米水域）实
施“禁泳”管理，具体范围为：东至财政
征收站码头、旅游主、副码头、陆水花园
水域；北至主坝水域；西至原博海湾、中
心水厂水域，南至立新镇、在水一方以

北水域。
目前，由该市环保、工商等部门组

成的整治工作成员单位，已在多个禁泳
地点开展整治行动。对国家公职人员、
党员干部违反“禁泳”管理规定的，予以
告诫，情节恶劣的，交由纪检监察部门
予以党纪政纪处分；对无视“禁泳”规
定、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陆水湖“禁泳”护水源

7月12日，107国道中伙立交桥实行
封闭交通，标志这座限载通行的危桥，历经
近3年的艰辛协调，终于正式封闭施工了。

建于1988年的中伙立交桥，位于赤
壁市G107国道京深线中伙铺镇境内，中
心号为K1359+822，桥长89.2米，桥宽
18米，原设计荷载为汽车—20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过往车辆的
日益增多，该桥上部结构部分空心板于
2014年7月开始出现断裂病害，被省公
路局确定为四类危桥。

为确保立交桥运营安全，赤壁市政

府根据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关于立即
对107国道赤壁市中伙立交桥实行交通
管理的通知》（鄂路养【2014】440号）文
件精神，决定于2014年12月8日起，正
式对该桥实施限载交通管制。

早在2015年5月，赤壁市公路部门
就完成了初步改造设计方案，但因该桥
与铁路相交，前期项目申报、方案设计、
设计评审、资金来源等工作，都必须与铁
路部门共同商议完成，工作任务繁重、涉
及部门复杂，经反复多次协商之后，武汉
铁路局工程设计鉴定委员会于2015年

12月正式下发《关于赤壁市107国道跨
京广线中伙立交桥抢修改造工程方案设
计审查意见》，同意对该桥进行改造。

赤壁市公路局随即向省公路局提交
《赤壁市107国道跨京广线中伙铺立交桥
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图设计》。2016年4
月，省公路局批复了赤壁市维修改造方
案；5月29日，咸宁市公路局在武汉举行
评审会，11月10日，省交通厅造价站下
发《关于赤壁市107国道跨京广线中伙铺
立交桥维修改造工程施工图预算的审核
意见》；12月19日，赤壁市公路局根据省

公路局《关于咸宁市107国道中伙立交桥
危桥加固改造设计方案的批复》，迅速展
开项目施工招投标工作。

由于该项目为跨铁路危桥改造工
程，施工单位必须具备铁路工程施工资
质，且必须报武汉铁路局建设处备案，签
署铁路运营安全协议才能施工。后经赤
壁交通公路部门积极与铁路部门反复沟
通联系，铁路部门终于同意该桥于今年7
月11日正式实施封闭施工。

至此，困扰了赤壁多年的建设难题
宣告破解。

实施限行的背后
——写在107国道中伙立交桥封闭施工之际

通讯员 袁俊 周敏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万里报道：为保
障学生安全过马路，日前，赤壁一中校门
口地下通道工程展开前期施工，标志着
该市第一个全互通地下人行通道工程开
始建设。

赤壁一中有师生近2000人，由于学

校位于107国道旁，加上该路段又是赤壁
市集交通、生活、旅游于一体的综合型城
市主干道，过往车辆频繁，每天早中晚上
下学高峰期和节假日期间，学生过马路
和接送学生的家长车辆多，存在严重交
通安全隐患。

“小学校，大社会”，加强学校周边
环境治理，确保学校、学生安全，事关千
家万户。对此，赤壁市委、市政府把在
赤壁一中校门口修建地下人行通道，列
入今年的重要民生工程，科学谋划，全
面展开建设论证，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

间开辟地下通道，以提高城市容量、缓
解城市交通，避免人车抢道带来的安全
隐患。

项目建成后，该校上下学的学生以
及周边居民横过马路将不再“提心吊
胆”。

赤壁一中校门口地下通道开建

为学生过马路系上“安全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