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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上午，老党员何利亨带着
清湖行动小组一行24人，顶着烈日，不顾
酷热，照例在黄盖湖边徒步巡查。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搞大
开发，共抓大保护”的指示精神，余家桥
乡自去年启动黄盖湖拆围工作，经过一

年的努力，顺利完成所有围网围栏和迷
魂阵拆除工作。为巩固提升拆围成果，
彻底清除湖面垃圾及围网围栏残余物，
余家桥乡党委组织党员群众开展清湖行
动，誓言要还群众一湖绿水。今年62岁
的老党员何利亨，因为做事认真，为人正

直，被推选为大岭村清湖行动小队的小
组长。

“清湖拆围是块难
啃的硬骨头，党员不带
头，工作不较真，这件
事还真做不下来。”何

利亨介绍。为了确保清湖取得成效，
老何通过探索形成了“清查劝”三字清
湖工作法，得到大家一致认可。“清”就
是湖岸清扫和湖面清漂，还湖区一片洁
净；“查”就是常态化徒步巡查，全面动
态掌握清湖情况；“劝”就是劝阻乱扔垃
圾行为，教育发动群众共同参与，形成
清湖合力。

用心守护一方碧水
通讯员 贺祖清 廖浩峰

赤壁公路局

加强安全生产大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周敏报道：25日，赤壁市公路局

对107国道改扩建工程等施工工地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
检查，现场下发整改通知书3份。

为切实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
故发生，赤壁市公路管理局扎实开展以“生命至上、安全发
展”为主题的”“六月安全生产月”活动。本次活动主要针
对项目工地安全管理制度、车辆使用和保养制度的落实，
排除施工现场和车辆安全隐患，切实加强施工现场和车辆
安全大检查，杜绝各类车辆事故的发生。

同时，该局还积极开展办公大楼等公共场所消防安全
大检查并制定本单位安全消防应急预案，确保各项消防安
全措施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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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经信局

持续发力推进平安创建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舒再珍报道：6月25日，赤壁

市经信局再次来到白驹村，开展“关注民生，普法惠农”平安
创建宣传。

今年以来，该局结合经信工作实际，利用办公楼大厅滚
动字幕宣传综治平安创建内容，在醒目的地方张贴标语；在
宿舍区张贴“平安创建、你我参与”宣传画；利用微信群、朋
友圈、美篇等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让平安创建入脑入
心。同时，该局在经信系统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法治平安企
业”，“法治平安家庭”，“法治平安股室”，“关注民生，普法惠
农”等系列创建活动，以活动促创建，以行动见实效。

通过持续宣传和开展系列活动，提升了干群对“一感两
度两率”的参与和认知，营造了共建共创的浓厚氛围，推进
了经信平安创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零紫依、姚峻峰、孙
威浩报道：6月25日12时，随着赤壁长江
公路大桥4#主塔墩双壁钢围堰最后一方
封底混凝土的灌入，标志着赤壁长江公
路大桥3#、4#主塔墩双壁钢围堰封底顺
利完成，确保了围堰的安全渡洪。

赤壁桥主塔墩钢围堰设计为圆端形
双壁钢套箱结构，围堰封底采用C30混
凝土，在水下一次性浇筑完成。由于设

计桩基间距较大，3#主塔墩封底高度为
4m，设计混凝土方量5765m?，4#主塔墩
封底高度为 5m，设计混凝土方量近
7959m?，一次性浇筑混凝土达 13724
m?，施工组织难度大。为保证封底混凝
土满足受力和防洪要求，顺利封底，赤壁
长江公路大桥项目部多次召开围堰封底
施工专题会议，组织技术人员认真讨论
施工方案，反复推敲，审慎考虑每一个细

节；精准分解每道工序，将岗位责任落实
到个人，制定了详细的机械设备站位、物
资配置、人员分工计划；项目部及分部领
导不间断换岗值班盯控，确保了围堰壁
及护筒清洗、导管埋设、测点布置，水下
混凝土灌注等施工工序无缝衔接。同时
组织安全管理人员在围堰封底开始前对
一线操作人员反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让一线作业人员了解和掌握围堰封底的

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确保施
工安全。

通过周密部署，全体员工齐心协
力，迎高温、战酷暑，把雨天当晴天干，
把一天当两天干，40天就完成了围堰
的拼装和钻孔平台的拆除、13天就完成
了围堰的吸泥下放和河床清理，围堰从
墩位散拼到开始封底只用了短短 2个
月时间。

“我镇月均治安报警量，较去年同期
下降了60%。”6月25日，赤壁市官塘驿
派出所所长汤宗涛在平安协会成立近一
年之际感慨地说，这一成绩的取得，平安
协会功不可没！

去年7月，咸宁市首家平安协会在赤
壁官塘驿镇成立。这个由当地政府指导、
社会人士参与基层共治的民间组织，发动
企业、百姓共同参与平安创建，在全镇25
个村（社区）各发展2名党员或热心村民担
任会员。目前，全镇会员达70余人，并组
建了一支8人的专职巡逻队，协助打击犯
罪，并化解了很多邻里纠纷、社会矛盾。

“目前，全市各乡镇派出所管辖的范
围广，普遍存在警力不足现象。”赤壁市
政法委副书记刘勇明说，官塘驿平安协

会的成立，调动了民间“草根”力量参与
的积极性，该协会理事单位还捐款，协助
警方在几平方公里的镇区内安装了127
个摄像探头，开创了基层社会综合治理
崭新的面貌，更是赤壁市创新载体、探索
融合式社会治理取得的又一成功经验。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员结构多元
化、社会治安动态化等特征愈加明显，如何
建立群防群治模式，打造宜居宜业平安城？
针对这些问题,近年来，赤壁市各地各部门
不断创新平安赤壁创建活动方式方法，拓
展创建领域、丰富创建内容，营造了人人
知晓、人人支持、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

该市老干部局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干
部思想觉悟高、政治素质强的特点，动员
他们开设平安讲堂，以身边的典型事例、
先进人物进行平安创建宣讲；在“平安赤
壁，我参与、我行动”主题活动中，老年学
会100多名老同志在城市管理中担任“红
袖章”、“小红帽”，在重点学区责任路段
担任义务交通管理员；老干部艺术团自
编宣传平安节目10多余个，组织到机关、

营房、社区、企业及乡村开展平安宣传演
出活动，用夕阳红的余温感染一座城。

黄盖湖等乡镇相继广泛动员村民积
极参与“平安法治家庭”评选活动；车埠
镇将平安创建工作与农村网格化管理并
举，不断完善治安巡逻制度与加强源头
预防；赤壁市群星艺术幼儿园在“互联
网+”的大环境下，为家长们搭建了“互联
网+安全与教育”的掌通家园平台，小朋
友实行刷卡进、出园制度，让监控器准确
记录孩子出入幼儿园的信息，避免了错
接、漏接等安全隐患……

为确保平安建设全覆盖，有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活平安有序，赤壁市把信息化建
设作为提升社会治安立体化防控能力和社
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手段，持续推进
视频监控全覆盖和综治“雪亮工程”建设，
累计投入8000万元建设“雪亮工程”，城乡
新建519处785个数字高清探头，目前已完
成509个点位的立杆基础施工和监控立杆
安装，287个点位的光纤链路施工，13处分
控中心大屏、平台设施安装及分控室配电

建设，预计8月初开始至10月初进行设备
安装及调试，并实现城乡视频监控一体化。

而这些，都是赤壁市深入推进“十大
平安创建”（平安家庭、平安村（社区）、平
安单位、平安校园、平安医院、平安企业、
平安市场、平安工地、平安铁路）活动中，
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集聚了家庭小
安，促进了社会大安，让平安创建工作通
达神经末稍，打通全市平安脉络，为人民
群众提供一个祥和安居的生活环境。

为了营造平安创建氛围，赤壁市顺
应新媒体发展形势、利用互联网优势，积
极拓展宣传空间，提高平安建设知晓
率。建立了平安赤壁微信公众号，糅合
法治平安、平安动态、法治热点、扫黑除
黑、在线举报、调研评论等内容，推送信
息188条，交流量达79438条；开辟了《平
安赤壁在行动》电视专栏，专题跟踪报道
平安创建实时情况；张贴发放平安创建
宣传图片、问卷调查表20余万份，全方
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开展宣传，让全市
平安建设知晓率、参与率得到稳步提升。

赤壁高新区

实施工业项目“零审批”
本报讯 通讯员李烨、王鸿报道：5月9日上午，湖北立

远达公司负责人李银亮到赤壁高新区企业服务大厅办理土
地规划手续，相关窗口积极对接，他感慨地说：“高新区成立
企业服务大厅，各项手续的办理方便多了。”

为了推进“三抓一优”，更好更快捷服务高新区工业投
资项目建设，把政府部门的项目建设行政审批服务推至一
线，集中实施工业项目“零审批”，促工业项目早落地、早建
成、快投产。 5月2日，高新区企业服务大厅正式启动，并
制定了关于《赤壁市工业投资项目建设实行“零审批”实施
方案（试行）》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截止目前，企业服务
大厅13家服务窗口日均接待项目事项16批次，累计为企
业帮办不动产证31份，各项手续均按时限扎实推进。

赤壁税务部门“套餐式”服务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蒋蕙君、王俊涛报道：“今天在赤壁政

务服务中心体验了一次“套餐”服务，20分钟就办完了新办
纳税人的所有业务，真是太方便了。”近日，中燃丽达（赤壁）
实业有限公司会计周萍黎说。

“套餐式服务”是指新办纳税人法定义务事项和首次领
用发票等涉税事项一并集中办理。今年，湖北省税务局开
出了“最多跑一次”清单144个事项、办税事项“一次不用
跑”81个事项，涉及报告、发票、申报、备案、证明等5大类。
对此，赤壁市税务部门立足实际，根据现有的办税软、硬件
环境和纳税人需求，对套餐内容和服务方式进行了大胆尝
试，力促套餐服务有效落地，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税收营商。

陆水社区

评选十大孝子（媳）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肖剑报道：“鲍本元无微不至

地服侍患病老母，还帮助15位留守儿童实现微心愿，体现
了人间的一种大爱。”“魏红难得，照料公婆十多年，这样的
儿媳好！”……近日，陆水社区首届“十大孝子（媳）”评选活
动进入微信投票环节，受到普遍关注与点赞。目前，参与投
票人数超过6万人次。

此次活动由蒲圻办事处和陆水社区共同主办，市残联、
市自来水公司、中国银行等5家辖区单位参与活动联动。
活动自6月1日全面启动，共有宣传发动、推荐申报、确定
候选人、组织评选、颁奖表彰五个环节。经过层层推荐筛
选，目前已有16位候选人正式入围。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旨在更好引导群众传承中华孝
道，践行敬老孝老美德，凝聚起新时代的强大正能量。

东洲人行桥
串起新老城

6月25日，赤壁市东洲人行桥建设工
地上，工人们正头顶烈日，加紧施工。

该桥位于赤壁市东洲大桥下游约
500 米处，连接陆水河两岸，起于书院街
东端，终点与滨河路相接，全长 253.718
米，宽8米，总投资3500万元。该桥建成
后，将有效填补一河两岸慢行区域规划需
求，增强两岸居民人行通达的便捷性，促
进新老城区互动发展，提升城市品位，拓
展休闲空间。

通讯员 张升明 余庆 摄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系列报道 ②
主塔墩围堰封底顺利完成

赤壁第二人民医院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马玲莉报道：20日，以“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为主题的消防安全知识培训班在赤壁市第
二人民医院举办，临床、医技及职能科室职工近50人参加.。

培训班邀请了来自湖北省会安消防中心教官做讲座，
以翔实的照片和图表生动阐述了目前全市防火工作的严峻
形势，深刻剖析了火灾发生的各种原因，传授了日常生活和
工作中安全用电防范火灾和安全疏散的常识。

此次培训旨在提高医务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处
置能力，使医院在启动消防应急预案、扑救初期火灾、组织
引导人员疏散和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等方面的能力得到
了锻炼和提高，为创建平安医院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报道：“这个桃
子真脆、真甜。”6月14日，中伙铺镇娘娘
山田园综合体内果香四溢，已成熟的桃
子黄里透红，压弯了枝丫，引得许多城里
来的游客一边忙着采摘，一边拍照片发
朋友圈。

喂孔雀、采香菇、摘桃子、吃农家饭、
购农副产品……中伙铺镇董家岭村依托
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生态环境、特色

农业等优势，打造中伙娘娘山田园综合
体，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火车头”，叫响了
区域农业旅游品牌。

“中伙娘娘山田园综合体真是个享
受休闲慢生活的好地方。”来自深圳市的
游客周子涵不禁感叹。

2018年，赤壁市农业重点项目101
个，总投资148.72亿元。其中，“农业十
大项目”是工作重点，总投资40.317亿

元，分别是：基础设施项目2个（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水利工程项目）；农业园区
建设项目3个（田园综合体项目、稻虾共
作综合开发项目）；茶产业项目3个（1万
吨砖茶原料茶叶初制清洁化加工厂项
目、万吨砖茶仓贮物流中心和青砖茶营
销平台建设项目、亿元企业培植项目）；
产业基地项目2个（黄盖湖畅健生态农业
项目、神山兴农高标准猕猴桃基地建设

项目）。
为了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赤壁市鼓励各乡镇，牢固树立农业产业
化发展理念，依托自身优势，打造田园综
合体项目，帮助农民增收致富。目前，该
市中伙娘娘山田园综合体、三国梦幻田
园综合体、田园柳山综合体、荷色沧湖综
合体项目、湖北赤壁马蹄湖生态农业示
范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赤壁叫响农业旅游品牌
十大重点项目扎实推进

刚柔并济铸平安
——赤壁探索融合式社会治理新路

通讯员 黄富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