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组稿：彭志刚 黄富清 张升明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赤壁构建创新聚集区

变要素驱动为创新驱动
本报讯 通讯员雷玲玲报道：日前，赤壁市创新聚集区

建设现场，人才创业创新超市、人才办公室、路演厅、创业咖
啡厅等装修工程基本完工，创新聚集区建设已初具雏形。

为推进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赤壁市
作出了推进创新聚集区建设，加快科技、金融产业发展的重
大战略决策。创新聚集区是集金融创新、人才创新、科技创
新为一体，通过聚集金融工具、人才创客与科技成果，更好
地聚集金融要素，有效整合资源，加快推进资本化进程和金
融创新，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质效，打造赤壁市资本洼地、
人才高地、科创阔地，实现人才、资本、创新、创业的良性循
环与互动。创新聚焦区共包括金融信息港、人才超市、科技
孵化园三个板块，建设总面积约11000平方米，一期规划
面积8800平方米。

下一步，赤壁市将成立赤壁创新聚焦区建设领导小组，
进一步强化组织保障；组建“赤壁金融发展战略专家顾问
组”，加大金融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完善人才服
务保障机制；加大招商引资，优化周边环境，打造优美的生
态金融社区。

6月的赤壁，骄阳似火，而重大项目
建设的热潮胜似火。

随着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华舟应急装
备产业园、赤壁维达力电子玻璃赤马港基
地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的深入推进，同共
科技（赤壁）有限公司、雅冠义齿配置中心、
丰华农业现代休闲生态农庄等一批工业、农
业、民生、交通、城建类项目的建成竣工。

赤壁市正依托自身优势，把握发展机
遇，努力打造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新格局，
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发展。

主导产业稳步发展

中部地区安全（应急）产业集群基地
的领头雁——华舟重工，在赤壁新建华舟
应急装备产业园，项目占地面积650亩，
分二期建设。目前，一期已建设完毕，二
期将于今年9月建成，项目全部投产后，

可年产1万台特种专用车辆，实现产值
40亿元。

为促进全市安全（应急）产业的发展，
赤壁市委、市政府鼓励华舟重工提高自身
发展质量的同时，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形
成合力抱团发展，从而开拓更大市场。如
今，九达机械、蒲圻起重机械、盛华机械等
20余家赤壁本土企业纷纷成功与华舟重
工对接配套。一个以华舟重工为核心企
业的产业联盟应运而生，并迅速在赤壁光
谷产业园落地生根。

另外，赤壁市电子信息、生物科技、旅
游文化、现代物流等产业同样可圈可点。
多项主导产业的迅猛发展，掀起了赤壁市
新一轮大建设、大发展、大提升热潮，为该
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重大项目多点开花

2018年赤壁市重点项目共383个。
其中，省级重点项目有赤壁长江公路大
桥、华舟应急装备二期、维达力电子玻璃
赤马港基地项目；咸宁市重点项目15个，
总投资83.7亿元，目前已开工12个，完成

投资37亿元；赤壁市“十个十大项目”工
程共计101个，已开工54个，完工11个，
完成投资18.5亿元；一、二季度集中开工
项目21个，总投资126.3亿元。

该市强力推进项目建设的举措，促进
了重大项目多点开花。据介绍，持续领跑
赤壁电子信息产业的代表维达力，在赤壁
建有一期中伙园区基地，现已投产，二期
维达力电子玻璃赤马港基地占地面积
268亩，投资10亿元，预计今年7月建成，
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0亿元；为加快培育
和发展生物科技产业，在赤壁高新区建设
大健康产业园，目前，中美百瀚、科亿华、
黄道益、思贝林生物科技等医药企业均已
落户该园；还有同共科技、人福康华药业、
凯美多、聚星能源、凯利隆等一批高新技术
企业，也已纷纷走上自主创新、持续创新的
发展道路……

面对当前热火朝天的项目推进形势，
赤壁市委、市政府号召全市上下：必须

“干”字当头，“实”字为先，进一步克难攻
坚，压实职责，高效服务，确保重大项目落
地见效。

以考促干全面督办

项目建设是一项具长期性、系统性的
重点工作，必须统筹协调，人人出力。而
如何激发广大党员干部比学赶超的内生
动力？唯有量化考核，以实绩论英雄。

6月11日，该市给各乡镇、办事处及
市政府相关部门下发《2018年赤壁市项
目建设综合考评办法》。

据悉，项目建设综合考评实行百分
制，其中在建项目相关工作40分，投产项
目相关工作40分，招商引资相关工作20
分，每半年考评一次，并对考评情况下发
通报，进行排名，排名第一的单位作典型
发言，最后一名的单位作表态发言，项目
建设综合考评得分情况作为各单位在全
市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依据。

喊破嗓子理论，不如甩开膀子实干。
赤壁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贯彻落实“三抓一优”决策部署，把发展作
为第一要务，把项目建设作为发展的第一
要事、第一责任、第一政绩，以项目建设工
作实效，推动赤壁转型升级、绿色崛起。

聚力高质量发展
——赤壁强力推进项目建设侧记

通讯员 王莹 饶艾芹 张燕燕

平安协会
助力平安

6月15日，官塘驿镇平安协会巡逻小
队现场了解建筑审批情况。

2017年7月，赤壁市首家由民间力量
组成的“平安协会”在赤壁官塘驿镇成
立。协会发动企业、百姓共同参与平安
创建，组建了巡逻队，不仅协助打击犯
罪，还化解了很多邻里纠纷，发现了一批
违法建设、违法生产等线索，使基层社会
综合治理呈现崭新面貌。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赤壁跨区协作送岗位

拓宽困难群众就业渠道
本报讯 通讯员徐勇、王鹂报道：6月15日，一场跨区

域的大型招聘会在赤壁市举行，招聘会聚焦困难劳动者群
体，为赤壁市和湖南临湘的乡亲们提供了就业的好机会。

当天上午，赤壁市人力资源市场格外热闹，众多来自赤
壁本土的和100多位来自湖南临湘市的求职者，在一个个
展位前，大家问工资、询工时，物色自己心仪的工作单位。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以贫困劳动者群体为主，求职者普
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为此，该市人社局积极与企业
进行联系对接，提供的1150个岗位大部分为保安、家政、服
务员等起点低、易上岗的工种。

招聘会现场，人福康华、澳森木业、神龙保温等42家赤
壁市知名企业吸引了不少关注的目光。成功就业的劳动力
最低工资标准为2500元，一年工资收入为3万元，对贫困
家庭脱贫起到很大作用。

下一步，该市还将持续加大劳务协作对接力度，立足劳
务市场引导跨区转移就业，进一步扩大困难群众就业渠道，
帮助他们实现就近就业。

赤壁举办专题讲习班

打造“双过硬”组工队伍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魏渊报道：6月19日，赤壁市

组织人事干部履职尽责能力专题讲习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来自全市各地各单位的组织人事干部220余人参加专题培
训。

为了提高这次讲习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讲习班由
该市市委组织部7名科室负责人担任教员，结合工作实际
讲授基层党建、干部人事、综合考评、人才等方面法规政策、
操作实务，突出履职尽责能力，让组织人事干部坐得下、听
得进、用得上。培训结束后，还组织开展现场测试，落实考
学制度。

这次讲习培训共两天时间，主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帮助组织人事干部系统掌握组织工
作有关政策、流程规范、基本要求，切实提升全市组工干部
履职尽责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思想政治过硬、专业能力过硬
的组工队伍。

赤壁禁赌零容忍

营造良好治安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江恒报道：今年来，赤壁市对涉赌违法

犯罪行为以“零容忍”态度，严惩了一批赌博违法犯罪活动
的组织者、经营者及获利者，营造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5月29日，余家桥派出所接群众举报：余家桥月星村有
人聚众赌博。接警后，该所迅速组织警力赶到现场，将正在
利用麻将赌博的何某香、宋某华、宋某林、李某元等8人抓
获，现场扣押赌资3125元。经审查，宋某等8人分多桌以
打“剁刀”的方式进行赌博，麻将馆老板何某香每张麻将桌
抽取30元的“钩子”。目前，公安局依法将为他人提供赌博
条件的何某香行政拘留，对其他7人处以罚款。

据统计，从今年1月至今，赤壁警方共清查场所287
家，麻将馆265家，收缴麻将机268台，游戏赌博机19台，
赌资10万余元，查处赌博窝点9个，立案侦查开设赌场案7
起，刑事拘留10人。

赤壁住建局开展走访慰问

帮驻点村解决实际困难
本报讯 通讯员肖天胜、余庆报道：近日，赤壁市住建

局精准扶贫工作组来到驻官塘驿镇西湾村，对该村因病致
贫的村民进行走访慰问。

该村贫困户田强因病致贫，其儿子身患成骨不全症（俗
称脆骨病），长期需要照顾，无法上学。驻村工作组和当地
学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通过上门帮扶，为该病患儿童进行
学习辅导，资助治疗，争取帮助该贫困户早日度过难关。

当天，精准扶贫工作组相继来到多名贫困户家中，详细
询问了贫困户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脱贫的想法。针对希
望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的贫困户，工作组还帮助他们分析
项目，解决脱贫过程中的部分实际困难。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宋东报
道：据赤壁市旅游委统计，端午小长假
期间，该市共接待游客19.93万人次，门
票收入546.02万元，实现旅游总收入
11978.44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0.4%、
11.2%、11.5%。

端午假期，该市各地特色旅游备受
游客青睐。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研学
游、龙虾节持续火爆；春泉庄、龙佑温
泉、玄素洞景区等不断推出包粽子、豆
腐制作等新产品和系列营销活动，热度

不减，广受游客好评；各景点还深挖毕
业季旅游市场，向全国高考考生推出优
惠政策，游客明显增多。此外，沧湖开
发区、余家桥乡等地乡村游、生态游火
爆,自驾游、自助游等捧热了个性化、特
色化、品质化的各类旅游产品。

假日期间，该市旅游委加大市场监管
力度，重点加强对旅游景区、星级饭店、
游客运载工具、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全
力保障旅游市场安全，全市各地旅游市
场平稳运行，旅游市场秩序总体良好。

端午小长假

赤壁旅游总收入1.19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何碧华、
黎琳报道：近日，赤壁市六米桥社区翠
泉花苑小区彩带飘扬，艾叶飘香，一派
喜气洋洋的节日景象。

小区志愿者们与小区独居、空巢老
人欢聚在一起，将“爱心”粽子煮熟连同
咸蛋送到他们手中，对他们表示节日的
慰问与祝福。独居老人李荣秋老师傅
感动地说：“今年，我过了一个别样的端
午节。”

据了解，为了更好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促进社区和谐，不断提升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该市在多个小区组织开展
了此类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现场教学、
包粽子比赛、端午知识抢答、吃粽子比
赛、爱心送粽子五个环节，让老人们感
受到了浓浓的亲情。随后，小区舞蹈队
还带来了优美的舞蹈演出，赢得现场观
众高声喝彩和一致好评。

浓情端午节
粽味传爱心

赤壁中医医院弘扬中医文化

推广中医适宜技术
本报讯 通讯员蔡梅、胡元香报道：近日，赤壁市

中医医院客服部收到一封来自患者刘红芳的感谢信。
原来，2016年刘红芳得了皮肤病，反复发作，看了多家
医院，用了很多药，但效果欠佳。听说中药有效果，抱
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了中医院皮肤科，通过口服中药、
穴位注射加中药外敷，治疗一个月后，再也没有复发了。

自2017年开始，赤壁市中医医院紧紧围绕中医药
特色优势，大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走进临床，要求各科
室开展读中医经典理论、用中医经典方，让广大人民群
众切实享受到“简、便、效、廉”的中医药服务理念。

开展这项活动一年多以来，收到了很多患者的感
谢信，比如说多年不愈的手冻疮、小儿慢性哮喘、复发
性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皮肤病、痛风、肿瘤病人的调
理等，各种疑难杂症，通过针灸、中药口服、中药外敷、
穴位注射等等中
医适宜技术的治
疗，都取得了很好
的疗效，得到了广
大患者的好评。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6月19日22时，城市的喧嚣进入
尾声，街道渐次安静下来。赤壁市供
水公司稽查与测漏队队长丁崇斌和他
的队友李晓林、刘元昆准时出发，来到
立新镇锁石岭路，顺着供水管线，开始
了他们的工作：测漏。

测漏是一个技术活，更需要细
心，而且工作过程中要求环境相对
安静。供水的水泥管、钢管及塑料
管深埋在地下，经过地形的变化或
是路面上车辆的碾压，加之管网的
老化等原因，往往会出现一些破裂，
从而导致水资源的流失，也影响居
民用水的畅通。而测漏就是从地面
上检测地底下水管的破裂情况，从
而进行维修。

往年，赤壁供水公司都是请外

地的测漏专业队伍来进行测漏，这
样不仅花销大，而当测漏队伍完成
工作走人后，公司对管网的运行情
况就失去了监控。

一定要有自己的测漏专业技术
人员。为此，今年3月，赤壁供水公
司选派李晓林、刘元昆两人赴浙江
台州学习测漏技术，并花费近7万
元，买回来一套管线测漏仪器。

“第一天去测漏，我们心里既紧
张又激动。”丁崇斌介绍说。为了保
证测漏的准确性，他和队友选择在
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工作。6月9
日22:00时，是他们第一次自己检
测管网情况。他们先来到城外郊
区，顺国道往城区开始检测。这时
城区还没有完全安静下来，郊区相

对就安静了许多。
“我们每天从夜里10点开始，

一直到凌晨3点结束。都是先从郊
区开始，往城区方向检测，每天检测
2公里左右。”丁崇斌回想起第一次
发现漏点，还是有点小激动。“那是
凌晨1点多，我们检测到国源小区
时，李晓林发现检测仪传来的声音
有些异常。我们3个人就对着那个
有异常的地方，反复听。确定那里不
正常之后，我们在那里打了一个
80cm深的孔，进一步确认了漏点。”

一步步的实践，丁崇斌和他的
队员们也一点点地积累着经验。如
今，他们发现并确定了漏点4处，已
经报告给公司正在维修中。发现疑
似漏点一处，正在进行确认。

夜幕下的水侦探
——记赤壁供水总公司测漏队

通讯员 张升明 余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