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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
“骑”进乡村

23 日，市民骑共享单车前往赤壁市
沧湖开发区休闲观光。

为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打造集游玩、
观光、赏荷、采莲、垂钓、骑行于一体的旅
游格局，赤壁市沧湖开发区主动联系北京
摩拜科技有限公司赤壁运营团队，于7月
初在该开发区投放100辆单车，以方便本
地居民出行，吸引游客骑单车前来感受绿
色自然风光，领略乡村美景。

通讯员 黄富清 宋文祥 摄

今年以来，赤壁市纪委以开展第十八
个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为契机，在宣
传教育的载体、内容等方面，积极探索和
创新，不断丰富廉政文化内涵，创新党员
干部廉政教育方式方法，有效增强了党风
廉政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形
成了一批特色化、本土化、大众化的廉政
教育品牌。

搭建宣教平台

抓基地。该市深入挖掘赤壁廉政文
化、红色文化和“三国文化”，先后创建设
立了“赤壁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
地”、“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完善了廉政文
化教育基地功能，组织党员干部参加“红

色课堂”活动，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
素养和党章党规党纪意识。

抓阵地。该市注重以“院、廊、墙、场”
等为阵地，建立廉政文化长廊、廉政宣传
栏、廉政文化广场等52处；以广播、电视、
网站等媒体为阵地，开设《赤壁风纪》和
《廉政之声》栏目；以机关、校园、农村、企
业、景区等为阵地，建设廉政文化示范点
10余处。

抓课堂。该市创新开设的纪律普及
课、警示教育课、履新谈话课、节点提醒课，
激发了党员干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
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自觉性，分对象、多样化举办的党政
主职培训班、机关宣讲会、知识测试等活
动，有力促进了党纪党规的贯彻落实。

创新宣教载体

该市一方面在赤壁电视台开辟“开启
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专栏，制作和播出
了28期专题节目，并编印《典型案例剖

析》、《学思践悟》等警示教育资料1800
册，引导党员干部学思践悟；一方面以赤
壁市原商务局局长王生友等身边的贪腐
案例为反面教材，拍摄廉政警示教育片
《贪欲的代价》等，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

为不断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该市还
通过举办“清风‘莲’韵、全民倡廉”廉政书
画展活动，推动廉洁教育与文化艺术活动
相结合；举办“永远在路上”廉政文艺晚
会，将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从“文件”拓
展到“文艺”，从“会场”延伸到“剧场”，极
大地丰富了廉政警示教育的载体，推动廉
政警示教育接地气。

延伸宣教触角

该市注重发挥职能部门的凝聚作用，
在全社会形成整体合力，推动第十八个宣
教月活动向基层延伸。

向校园延伸。该市在全市72所中小
学校开展“敬廉崇洁”为主题的教育活动，
4.7万余名学生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使宣

传教育效果通过学生向家长、向社会辐
射，进而营造崇廉尚廉的社会新风尚。

向家庭延伸。该市纪检监察部门联
合市妇联开展以“树廉洁家风，建廉洁家
庭”为主题的助廉活动，邀请各单位主要
负责人配偶共114人参加活动，让好家风
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保驾护航。

向村干部延伸。该市组织220名村
（社区）党支部书记进行集中培训，切实增
强基层干部廉洁意识，为良好政风奠定扎
实的根基。

向重点岗位延伸。该市通过在重点
领域和关键岗位中层干部中开展廉洁教
育活动，为70余名重点岗位干部送上“廉
洁”套餐，通过重点岗位干部的率先垂范，
带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好。

向受处分的干部延伸。该市重视加
强对受处分干部的教育管理，努力通过开
展回访教育，先后帮助327名被处分对象
进行了思想和心理疏导，激发了受处分干
部的干事创业热情。

清风激荡正气扬
——赤壁打造廉政教育特色品牌纪事

通讯员 李瑞丰 纪甜一

黄盖湖镇

招商引资再掀热潮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连日来，赤壁

市黄盖湖镇镇长郑伏成带领的招商小分队，在广东广州、珠
海、深圳等地热火朝天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分别与广东畅
健生态农业公司、广州全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保利集团等
公司负责人进行了洽谈。

近年来，该镇在招商过程中，本着“择商选资，招优引
强”的原则，结合该镇主导产业上下游关联产业，制作招商选
企“路线图”。通过招商选资，提升产业层次，使一、二、三产业
结构趋向合理，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双赢发展。

畅健生态农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将于近期到该镇考察
投资建设“赤壁生态农业科技园”，争取早日为赤壁市生态
农业发展作贡献；广州全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到该镇开
发建设有机生态“空中田园”；保利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将
全力支持家乡招商引资，提供招商信息。

招商中，该镇小分队还向该镇在外创业的部分成功人
士，宣讲了招商优惠政策，通报了家乡发展现状与优势，激
励在外创业人士为家乡发展献智、献资、献力。

赤壁地税局

帮扶驻点村办实事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路灯亮了，以后晚上出门

再也不用打手电筒了!”日前，伴随赤壁市官塘驿镇龙凤山
村新安装的122盏太阳能LED路灯投入使用，村民们对该
市地税局帮扶办实事的举措充满肯定。

龙凤山村是该市地税局的精准扶贫驻点村，由于该村
基础设施薄弱，主干道一直没有安装路灯。以前天一黑，路
上就没什么人了，更不要提娱乐活动。赤壁市地税局了解
到村民的实际困难后，今年5月开始投入资金22.5万元，进
行勘察、设计、施工，为龙凤山村安装路灯。

“安装了路灯后，老人出门不用担心摔倒，孩子们也能
在文化广场开心地玩耍，既为老百姓夜间出行提供了方
便，也‘点亮’群众的文化生活。”龙凤山村党支部书记张友
明说。

近几年，该局先后扶持龙凤山村新建桑椹基地70亩，
并通过整修月山堰、大屋堰等水利设施，解决了部分农田灌
溉问题，实施的道路工程、饮水工程、文化广场工程，让村民
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赤壁公路局

改建路桥服务旅游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刘进华报道：日前，在赤壁市随阳芳世

湾大桥、葛仙山景区新路建设施工现场，赤壁市公路局机械
轰鸣，作业繁忙。

芳世湾大桥作为赤壁市重点交通项目，位于陆水湖办
事处芳世湾村，横跨陆水水库。此次桥面沥青路面采用
优质改性沥青混合料铺设，预计还有3个工作日就可顺利
完工。大桥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极大方
便库区两岸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促进沿线产业、经济社会
发展。

随着旅游市场持续发展，葛仙山景区知名度日益提升，
如何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来得了、走得好，赤壁市公路局针对
原上山道路狭窄、急弯坡徒、无错车位，给游客安全出行带
来的隐患，积极向上争取改造资金，对景区道路进行改建升
级，为长920米、宽7米的新建公路铺设沥青混凝土，并增
设完善相关配套设施。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路基工程量
80%，预计8月底可全面完工。

赤壁交通物流发展局

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今年来，赤壁交通物流发展

局坚持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抓手，把“两学一
做”和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结合起来，抓班子、带队伍、强素
质、树形象，全力推动赤壁物流业发展。

该局一方面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放在心上、抓在手
上，强化纪律执行、教育提升、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全力推
进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落到实处；一方面制定出台《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工作要点》，督促责任领导和责任股室履
行“一岗双责”职责，努力通过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书》，把党风廉政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确保管党治党
责任落实。

截至目前，该局不仅对违反工作纪律的2个股室进行
了通报批评，还通过聚焦“四风”问题，采取群众提、自己找、
互相帮、集体议、上级点等方式，对作风之弊和行为之垢来
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有效杜绝了工作作风不实、效
能不高等问题。

赤马港办事处

圆满完成妇联换届
本报讯 通讯员谢炜、舒俊杰报道：18日下午，赤壁市

赤马港办事处召开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来自机关、村（社
区）、处直单位等的52名妇女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和差额
选举办法，选举产生了赤马港办事处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
会执委和新一届妇联领导班子。

据了解，此次选举产生的15名执委，1名主席、3名副
主席，突显年轻化、知识化的特点。其中，先进工作者占执
委总数的34%，党员占执委总数的67%，大专及以上学历
占执委总数的53%，38岁以下占执委总数的53%。

近5年来，该办事处妇联始终坚持“党政所急、妇女所
需、妇联所能”的职责定位，为维护妇女权益、推动社会发
展、构建和谐社区做了大量工作，以“四自四有”精神，奏响
了“巾帼建新功、共筑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

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陈伟民报
道：今年来，赤壁市坚持以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和需求导向为重点，着力打好“组合
拳”，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向纵深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自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会召开以
来，该市城市社区党建工作围绕建立健全
社区党组织、建立完善社区配套组织、建
立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全面提升社区治安
满意度、卫生满意度、服务满意度的“三建
三度”目标，认真总结经验成绩，分析问题

短板，强化业务培训。一方面协调解决共
性困难和问题，消除“试错”顾虑，鼓励先
干起来，大胆创新，主动作为；一方面督促
市直相关单位结合部门职能，主动深入社
区、小区履职尽责，认真做好部门配套和
共驻共建工作。

8月14日，营里社区景发太阳城小
区召开党员会议，组建成立小区党支部并
选举产生支部班子成员；15日，营里社区
威泰小区召开业主大会，9位业主当选为
业主委员会委员；21日，清泉社区郡都小

区召开党员会议，成立小区党支部并选举
产生支部委员……一个“人人争做合格党
员,个个争当先锋模范”的党建工作格局，
在该市城市社区蔚然形成。

在此基础上，该市注重发挥各级党组
织的核心引领作用，积极探索“多元主体参
与”的社会共治模式，着力推进城市社区治

理提档升级。其中，华舟社区围绕“三建”
工作要求，全面推动“两长四员”进楼栋，有
效激活了党组织的“神经末梢”；蒲纺工业
园区党工委携手北京爱康集团，探索建立

“园区+社区+同济赤壁医院+居民”四级
联动机制，着力打造老年群体服务先行示
范区，推动了群防群治，促进了社区和谐。

围绕“三建”目标 打好组合拳路

赤壁真抓实干促社区党建上台阶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张徐良报
道：8月22日，赤壁市举行“深圳粤健康
智能医疗产业园&智慧养老项目”签约仪
式，标志着这一智慧养老项目正式落户
赤壁。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16亿元，建设
粤健康智能医疗产业园，并提供居家智
慧养老服务。其中，粤健康智能医疗产
业园主要承担高端新型智能医疗大健康

设备，以及云医疗系统服务的研发、生
产。全部建成后可年产100万台高端智
能医疗多参数健康监测设备，全部达产
后年产值可达30亿元，年上缴税收2.5亿
元，可接收2000人就业。

该项目的成功签约落地，是双方多
年来不断保持沟通、真诚互信的合作成
果，对加快赤壁产业转型升级、推进绿色
崛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深圳粤健康智能医疗产业园

智慧养老项目落户赤壁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贺炳红报

道：22日，湖北圻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赤壁市新店镇政府签署协议，计划
投资1.25亿元在新店兴建一座大型的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园。

根据协议，湖北圻兴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将在新店流转土地5000亩，分三期
建设一个集畜禽养殖园、生态农业示范园、
农业科普园、农产品工业园和休闲农业旅

游线于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该项
目将以创新的发展模式，打造具有典型示
范效应的“市民农庄”，加速推进生态农业
特色化、集约化和高效化发展之路。

今年来，新店镇政府结合镇情和资
源优势，紧盯生态农业和乡村旅游两大
产业，聚焦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大
力开展精准招商，先后促成了多个生态
农业和乡村旅游重大项目落户。

新店镇引资1.25亿元

建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园

本报讯 通讯员艾康报道：8月19
日，从第20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诊断学
教学改革研讨会上传来好消息，同济赤壁
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周宁华在全国诊断学
会换届选举中，当选为青年委员，成为咸

宁市首位全国诊断学会青年委员。
周宁华从医13年，一直工作在临床

一线，擅长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肺心病、肺部肿瘤、结核病等呼吸系统
疾病，以及各种感染中毒性疾病的诊治，尤

其在呼吸衰竭及内科危重症抢救方面有较
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多次被赤
壁市卫生局及所在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

同济赤壁医院呼吸内科自设立以来，
秉承为市民群众提供更优质医疗服务的

宗旨，不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不仅诊疗
手段和技术始终在鄂南地区处于领先地
位，而且还在今年被列入国家级“呼吸系
统疾病临床研究基地”，成为赤壁地区的
带头学科。

同济赤壁医院医生周宁华

当选全国诊断学会青年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