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我们镇
开通了城市公交真方便。票价便宜了一
半不说，车上还有空调，很舒服。以前等
一趟车得半个小时，现在一根烟的功夫车
就来了，太方便了！”14日，在赤壁车埠镇
至城区的公交车上，60多岁的刘爹爹说。

今年7月，赤壁市成功开通城区至车
埠镇的新能源公交化农村客运线路。这
是该市继开通城区至中伙镇新能源公交
化农村客运线路之后的又一举措。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赤壁市把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方便市民出
行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按照“方便
群众、综合衔接、绿色发展、因地制宜”的
原则，不断加大投入，全力推进城市公共
交通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该市交通运输部门会同住建、规划、
公安、国土、环保等部门，根据赤壁市总体
规化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了《赤壁
市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纳入赤壁市
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同
步编制、修编和实施。通过专项规划引导
城市功能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形成
以公共交通走廊为城市发展主轴、以主要
公交枢纽为节点的城市公交发展格局，实
现了公共交通与城市建设的协调发展。

为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资源共享，让
城乡居民享受同等优质、价廉、方便、快捷

出行的出行环境，该市根据城市发展的要
求，在城市周边20公里范围内的乡镇农
村客运线路在现有存量基础上，加快推进
农村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为市民出行提
供低碳环保、节能、安全、快捷的出行环。

2013年，该市就着手对中伙铺镇农
村客运线路进行改造。原中伙线路是由
16名民营车主组成的迅达公司，属挂靠
经营。要实行公交化改造，首先必须对这
些车主的身份进行置换。为此，赤壁市先
后组织交通、住建、公汽总公司、中伙铺镇
等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通过多轮协商，
最终决定由市政府出资500万元，对16
台农村客车进行统一收购。2015年10
月，由赤壁市公汽总公司运作的30辆9
路公交车，在全省率先换成零排放、零噪
音的新能源纯电动公交车。该线路起点

在赤壁城区，途经40个站点，全程20公
里，终点站是中伙镇 ，每5分钟一趟，票
价由原来的3元降为1.5元，成为首条向
农村延伸的纯电动公交线路。

今年7月，赤壁市政府又出资300万
元，对原有的车埠线路17台农村客车进
行了统一收购，由市汽运总公司运作并换
成了17台新能源电动车投入运营，正式
开通从市区至车埠镇的农村公交化改造
客运线路，票价从以前的4元降为2元，
发班时间也由原来的半小时一趟改为每
5分钟一趟。

按照总体规划，到2020年赤壁城市
周边20公里范围内将全部实现公交化改
造，进一步方便镇村居民的出行，缩短镇
村与市区之间的时间距离，带动空间结构
调整，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赤壁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
到2020年，城区周边20公里全部实现公交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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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人民法院

主动服务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谢炜、舒俊杰报道：

日前，赤壁市人民法院院长肖创彬带领法
院在职党员正式到赤马港社区报到，研究
部署新形势下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为群众服务和党员
志愿服务工作。

在职党员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社
区是在职党员发挥作用的重要平台。赤
壁市人民法院通过畅通服务渠道、发挥职
业专长、健全长效机制等举措，让在职党
员主动走进社区亮明身份、认领公益岗
位，切实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向社会传
递正能量。

“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和党员志愿
服务是‘两学一做’的重要载体，也是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员教育管
理的有效举措。”赤壁市人民法院院长肖
创彬说。

下一步，该院将全力投入、积极配合，
做到人员、阵地、活动开展、作用发挥“四
个”到位，以“三建”实际成效促进“三度”
显著提升。

官塘驿镇

积极组织忙自救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万里、王文海报

道：11日以来，赤壁市普降大雨，受强降
雨影响，官塘驿镇多个村庄出现积水、内
涝，不少村民家中、农田不同程度的受
灾。

11日到13日的暴雨致使官塘驿镇
洋家畈村1000亩水稻良田受灾，部分农
田积水深达2米多。截止目前依然有近
700亩泡在水中，水稻抽穗扬花无法授
粉，已基本绝收。

与洋家畈村相邻的大竹山村在此次
暴雨中也没能幸免，900多亩农田被水淹
没。13日，大竹山村洪水过境，村庄发生
内涝积水，多个地方出现道路受阻、交通
中断、鱼塘淹没、房屋倒塌等情况，受灾严
重。

灾情发生后，官塘驿镇党委、政府及
相关涉灾部门积极行动，已组织多个工作
组迅速赶往受灾地区，指导开展生产救灾
工作。与此同时，该镇干部深入基层，组
织农民生产自救，争取将灾情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

赤壁公路局

迎战暴雨保畅通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邓晓兰报

道：连日来，赤壁市遭遇强降雨，多条公
路出现路面漫水、山体滑坡、路基塌方、
泥石流等险情，导致多处交通中断，抗洪
保畅迫在眉睫。赤壁市公路部门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组织应急分队安排部署抗
洪保畅工作。

大羊线是赤壁市连接温随线和咸赵
线，途经蒲纺、中心坪、羊楼洞的重要线
路。受到此次暴雨的影响，大羊线出现
山体滑坡和路面受损等问题。

获悉情况后，公路养护人员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进行道路抢通工作，清理障
碍物，恢复半幅通车，同时在现场设立警
示警告标志，并派专人值守，及时向公众
发布公路通阻信息。

据初步统计，此次暴雨全市冲毁沥
青路面8000平方米，水泥路面5250平方
米，路基1000立方米，山体塌方1500立
方米。截至目前，该市公路部门共出动
养护人员150人，机械15台，分头行动，
奔赴一线，抢险保畅。

余家桥乡

严把党员入口关
本报讯 通讯员廖浩峰报道：13日，

大雨倾盆。余家桥乡17名预备党员在洪
山烈士纪念碑前，面对党旗庄严宣誓。

仪式上，预备党员代表孙文英作了
典型发言。孙文英是该乡中心学校教
师，目前正值暑假，怀孕7个月的孙文英
冒雨前来宣誓，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
共产党员讲党性讲纪律的优秀作风。

在宣誓现场，乡党委书记王春林与
预备党员进行集体谈心谈话，勉励新党
员要牢记共产党员的义务和责任，牢记
誓言，牢记先烈，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为余家桥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该乡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严把党员发展入口关，规范党
员发展程序，确保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在党员教育方面，通过建立党建微信群，
将党建与网络有机结合，党员们只需动
动手指，就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交流。

通过在学习教育上下功夫，余家桥
乡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很大提
高，党员队伍的战斗力也得到了增强。

美丽乡村
引客来

17 日，赤壁市柳山湖镇易家堤村葡
萄园，游客正在采摘葡萄。

据悉，该村紧紧围绕生态“五美”、建
设美丽乡村这一主题，通过“合作社＋基
地＋农户”模式，引进赤壁绿态果业、赤壁
果香园等合作社和公司落户，发展葡萄、
蔬菜、水果等果蔬面积1000余亩，年产值
1200万元。

通讯员 袁俊 摄

“有了这张‘二次优先卡’，这次就不用排队了。”近日，
赤壁新源电业有限公司的方会计在政务服务中心地税大厅
办理业务时高兴地说。据赤壁市地税局工作人员介绍，当
纳税人因资料不齐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当场办结涉税业务
的，工作人员会为其开具“二次优先卡”，纳税人补齐资料
后，可凭卡直接在窗口办理涉税事宜，无需再次排队等候。
今年来该局为纳税人提供“二次优先”服务265户次，所有
办件零投诉、零差错。 通讯员 但敏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赤壁市
自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以来，各
地各单位认真组织开展“党建提升、治理
升级”集中攻坚行动，以城市社区党建带
动基层治理创新。

突出“三建”，健全完善基层治理组织
体系。

该市以推进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活力
型党员队伍为重点，建立完善“街道党工
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
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党组织体系，推
进党的“神经末梢”向居民小区、楼栋延
伸。建立健全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
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不断提升小区管

理和服务水平。建立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鼓励社会组织服务进网格、进小区，把服
务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

以“三建”为抓手，该市不断推进城市
社区组织体系下沉延伸，不断提升基层自
治水平。

强化“三进”，推进人力、服务、管理资
源进社区。

赤壁市推进单位部门进社区，实行社
区工作包保责任制，把组织优势转化为社
区发展优势，互联互动、共建共享。建立
党员“一员双岗”制度，开展“在职党员进
社区”活动，引导在职党员积极参与社区
服务和建设。组织社区工作人员下沉进

小区、楼栋，落实包保责任，深入开展夜访
夜谈，调查了解情况，重点解决“三建”人
选问题。

抓实“三度”，把群众评价作为最根本
的测验标准。

赤壁市组建一支60多人的志愿者队
伍，分组深入各城市社区、街巷、小区、楼
栋进行调查。

通过电话访谈、现场查看、调查问卷
等多种方式征求居民意见建议，开展群众

治安满意度、卫生满意度、服务满意度
等“三度”测评工作，把群众的获得感和
满意度作为评价城市社区党建和基层
治理创新的根本标准，以“三度”倒逼“三
建”。

目前，第一轮“三度”测评已结束，共
发放问卷调查表810份，随机走访居民
1100余人，电话访谈130余人，已收集
到有效信息4300多条，意见建议1500
余条。

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健全基层组织 提升服务管理 注重群众评价

赤壁开展城市社区党建集中攻坚行动

赤壁食药监局机关党员

到驻点村开展义务劳动
本报讯 通讯员贺葵华报道：10日，赤壁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员深入驻点扶贫村洪山村，开展“人人参
与，清洁家园”义务劳动，集中清理道路两旁沉积的垃圾、杂
草。

劳动中，大家不怕脏、不怕苦、不怕累，有的用铁锹铲除
石头砖块，有的用扫帚清扫路面，有的忙着把路面的废纸、
塑料袋等运进垃圾箱，热情高涨，以苦为乐，乐在其中。短
短一上午时间，道路两旁的环境卫生焕然一新，得到村民朋
友的拍手称赞。

通过开展此次义务劳动，不仅增强了该局机关党员的
凝聚力，同时也增强了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奉献基层的宗旨
意识，通过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实践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
群关系。

官塘驿派出所

完善辖区治安防控体系
本报讯 通讯员汤宗涛报道：今年来，赤壁市公安局官

塘驿派出所坚持“向科技要警力”的工作思路，建立了覆盖
周密、图像清晰、全镇联网、资源共享的社会治安动态视频
监控系统，着力打造科学、实用的“天网”工程，促进精确用
警和主动打防，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

官塘驿镇地处赤壁市北大门，辖区面积337.8平方公
里，下辖22个行政村，实际居住人口6.3万，治安情况复
杂。官塘驿派出所针对辖区经济欠发达、地域面积大、村民
治安防范意识不强，侵财案件由城市转向偏远农村地区等
实际情况，积极筹措资金35万余元落实视频建设资金，同
时针对辖区内群众自主创业的小超市、小门店日益增多的
实际，因地制宜，多方协调，本着“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原
则，确定点位、购置设备、联系厂家安装维护保养。

目前，该所在全镇安装视频监控设备103个，构建起
“视频天网工程”，有效提升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管理、服务
的综合效能。

赵李桥镇

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贺瑞华报道：今年以来赤壁

市赵李桥镇抓住基层党支部这个关键，打好政治基础，将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

该镇压紧压实责任，把抓好班子建设、带出高素质队伍
作为落实主体责任的重要抓手，先后7次召开专题会，讨论
研究从严治党工作。坚持“一岗双责”，把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与全镇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坚持全面、客观、真实、实
时的原则，对照党委班子和个人主体责任清单，印制《赵李
桥镇干部工作日志》，做到“四个明确”。同时，建立长效机
制，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重新修订完善了《主体责任要
点》、《主体责任分解》、《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清单》、
《机关管理制度》等，规范党员干部权力运行，要求“三重一
大”必须集体讨论决策，通过公开栏、微信平台等对党务、政
务、财务三公开，接受广大党员干部的监督。

新店镇

严把征兵政审关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方坚坚报道：“你是不是自愿

当兵，有没有做好吃苦的准备啊？”12日，在赤壁市新店镇
土城村六组饶伙能家，新店镇人武部政审人员正在对预征
对象进行政治审查。

连日来，该镇抽调干部进入政审工作小组，认真落实
“谁审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按照政审要求，全面走访
应征青年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居住地，做到与本人、家长、
教师、邻居、领导、同学“六见面”，准确掌握他们的政治思
想、现实表现、社会关系和入伍动机，全方位了解应征青年
的综合情况，做到“不走一个疑点兵，不送一个劣质兵”。

同时，该镇纪工委对征兵全过程进行督查，及时发现和
纠正政审中存在的问题，并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坚决杜绝征兵过程中出现吃拿卡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等
现象，杜绝人情兵、关系兵、问题兵，确保新征兵员质量优、
素质高，真正把优秀青年送到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