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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又添发展新引擎

古城沐清风

创新聚集区初具规模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近日，笔者在赤壁市创新
聚集区了解到，该平台已经搭建运行，众多人才、商家已经
入驻，
创新聚集区初具规模。
赤壁创新聚集区总体规划 36000 平方米，划分为金融
信息港、人才超市、科技孵化园三大板块。赤壁市将以建设
国家级创新型园区为总体目标，以知识产权服务中心为载
体，不断整合优势资源，打造权威公共服务、信息资源共享
平台，加快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四新”经济发
展，实现政、产、学、研、资 、介深度融合发展合作，推动赤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赤壁创新聚集区将按照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总
体目标，努力实现科技金融服务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创
新要素的加快汇聚、创新能力的显著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的大幅提升，打造赤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 赤壁依托融媒体实现“十进十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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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见和诉求，请拨
‘党风政风热线’电话：5356767。”近年，赤壁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同步推出的
“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已
成为赤壁市民群众表达诉求最为直接的途径和最受信赖的平台。
今年来，在推进纪检监察法宣传教育
“十进十建”活动中，赤壁广播电视台充分发挥融媒体
“一中心八平台”作用，以传统媒
体将宣传做实、新兴媒体将宣传做活、全媒体将传播面做广的方式方法，切实将习近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党规党纪和
监察法广泛传播，
全面覆盖，
深入人心，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让媒体监督职能的社会效应得以凸显。
赤壁市融媒体编辑中心。

赤壁开展粮食安全宣传
传统媒体——

提升粮食安全意识

围绕
“实”字做文章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杰报道：10 月 16 日，赤壁市粮食局
联合赤壁市农业局、教育局、科技局、妇联在赤壁人民广场
举行第 38 个世界粮食日暨粮食安全宣传活动。
据了解，第 38 个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为
“努力实现零饥
饿”
，
粮食安全宣传主题是
“端牢国人饭碗，
保障粮食安全”
。此
次活动旨在唤起人们对粮食安全和粮油质量安全的重视。
活动现场，各单位采用宣传展板、现场解答等方式，向
广大市民宣传粮食安全的重要意义，通过发放资料的形式
向市民宣传粮食法规政策。活动还邀请了粮油供应商们到
现场展示展销优质粮油产品。

“监察法是部什么法？
”
体系和工作格局，赤壁广播电视台利用
“它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公权力监
传 统 媒 体 在 群 众 心 中 的 认 可 度 ，围 绕
督利器。
”
“实”字做文章，在报纸上开辟专栏，编发
6 月，
“ 学习《监察法》”专栏在赤壁
廉政教育宣传的相关新闻、专题公益广
电视台开播，同时在赤壁人民广播电台进
告；在广播节目中，通过特别策划，推出
行转播，
该节目邀请专家、
学者，
对《监察法》
创意节目《经典传唱》；在电视节目中，不
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意义进行深度解读。
《今
仅开辟了有针对性的“学习《监察法》”专
日赤壁》报也在此基础上，
开辟专栏专版，
栏节目，更在各档节目前中后，多频次滚
用漫画配说明的方式，图文并茂、深入浅
动播出“十进十建”通栏标语，对习近平
出，把《监察法》解读得更通俗易懂。广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党规党纪和
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这些媒体的解读，
监察法进行深入持久宣传。
对《监察法》有了深刻认识，
入脑入心。
让“十进十建”宣传教育落在实处，
为使“十进十建”宣传教育工作深入
看见实效，赤壁广播电视台正一路探索，
人心，积极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责任
一路前行。

赤壁建工局召开宣贯会
赤壁市融媒体调度指挥中心。

新兴媒体——

传播覆盖——

围绕
“活”字做文章

围绕
“广”字做文章

“人行道变成了停车位，横七竖八的
车辆谁来管？
”
8 月 1 日，网民通过云上赤壁的网络
问政平台，反映赤壁城区人行道上机动
车违章停靠损毁人行道问题，立即受到
了赤壁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并采取了迅
速行动，对机动车违规停靠现象进行了
有效整治，使得城区交通更加井然有序。
这只是赤壁广播电视台根据新兴媒
体 迅 捷 快 速 且 受 众 面 广 的 特 点 ，围 绕
“活”字做文章，在“十进十建”宣传教育

上的一个例子。
赤壁广播电视台除依托新兴媒体，
开通全媒体问政网络渠道，还在赤壁网
首页制作“十进十建”宣传标语通栏，并
链接至赤壁网《聚焦“十进十建”
》专栏、
通过幻灯页面制作廉政公益广告；云上
赤壁推出“十进十建”工作启动页，用户
只要打开云上赤壁手机 APP，即可第一
时间了解“十进十建”推进工作；湖北赤
壁手机报上发布推进“十进十建”宣传标
语，加强宣传力度；赤壁电视台微信公众
号等“双微”媒体推出微视频、快捷播报、
法规解读、案例通报、深度评论、廉政节
目等专栏，对全市廉洁从政的典型人物、
典型事例进行及时播报，让廉洁从政可
听、可看、可感。

9 月 7 日晚，神山镇文清村文化广场
上，聚集了前来观看电影的村民，赤壁广
播电视台送电影下乡活动正在该村进
行。在电影开映前，放映员先播放了一
段廉政建设短片。这是赤壁广播电视台
利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机会，在全市
155 个行政村开展的面向基层群众进行
的廉政宣传教育。
赤壁人民广播电台除继续办好“廉
政之声”节目外，更利用农村智能广播，
将廉政作品和普纪教育在农村全面铺
开。
为了将
“十进十建”宣传教育活动面
向广大群众，遍及每个角落，送达人人身
边。赤壁广播电视台除了充分发挥融媒
体作用，采用新媒体首推，电视、广播立

体传播，报纸深度跟进的无缝对接外，更
将媒体宣传及社会活动结合到一起，做
到互通互贯互融。
“让各年龄段的群众，都能在自己习
惯的媒 体 上 感 受 到 党 纪 党 规 和《监 察
法》宣传教育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各地
域的群众，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
感受到党纪党规和《监察法》宣传教育
带来的清风正气；在各种媒体上，都能
够及时传播出党纪党规和《监察法》宣
传教育，在社会上带来的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深刻变化。”赤壁广播电视
台用行动让全体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紧
紧守护住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
线和道德底线，让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环境历久弥新。

赤壁开展专题谈话活动

赤壁中医医院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本报讯 通讯员马井发报道：为推
动扫黑除恶工作向纵深发展，引导和督
促乡镇党委书记和基层单位负责人履行
主体责任、发挥带头作用、积极承诺践
诺。近日，赤壁市在全市开展了为期一
周的扫黑除恶专题谈话活动。
此次专题谈话覆盖该市 16 个乡镇
（办、场、区）的 182 个村（社区）、16 个派
出所、125 个相关站所、28 个重点企业的
负责人，共收集意见建议 31 条，发放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政策资料近 400 份，签署承
诺书 323 份。

在专题谈话过程中，各乡镇（办、场、
区）党（工）委书记详细询问了谈话对象
所在单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情
况、存在的问题及有关意见建议，涉黑涉
恶问题线索收集、查核、处理进展等方面
的情况。针对重点企业负责人，详细了
解有无涉黑涉恶势力干扰企业正常生产
经营问题。
据悉，该市开展扫黑除恶专题谈话，
旨在扩大宣传力度、强化综合研判、压实
工作责任，进一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蔡梅、胡元香报道：
近日，走进赤壁市中医医院门诊大厅，宽
大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播放着《监察
法》主要内容，进一步加强了医务人员法
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构建了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
赤壁市中医医院通过多种形
式的宣传党纪党规和《监察法》。院领导
班子带头专题学习，讲廉政党课，作廉政
承诺；各科室也利用晨会时间，积极开展
党规党纪和《监察法》宣传教育，
使
“三宣、
五讲、十进十建”
内容有序推进；
宣传部门

还制作了各种廉政格言警句标语，
张贴上
墙，并通过 QQ、微信工作群、大厅电子屏
幕等宣传教育阵地，
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从
中汲取精神力量，更加爱岗敬业、遵纪守
法、
廉洁奉公，
彰显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通过学习宣传，全体干部职工增强
了法治观念，强化了自我监督意识，加强
了纪律约束，认真履职尽责。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环保税正向激励治污减排

赤壁税务局助力生态建设

近日，在赤壁市体育中心建设现场，
施工一片繁忙。
该中心为赤壁市今年开工建设的十
大城建项目之一，项目总用地 542.9 亩，以

传承地域文化，彰显现代文明，实现体育
综合体功能为理念，打造赤壁市地标性
建筑。目前，项目正按原定计划分段完
成。
通讯员 张升明 摄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吴学军报道：
自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开始实施以来，赤
壁市税务局注重发挥绿色税制的调节功
能，认真落实“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
不缴”的正向激励机制，鼓励节能减排、
引 导 绿 色 生 产 ，促 进 企 业 绿 色 转 型 发
展。赤壁第一纳税大户-华润电力湖北
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我公司从减少排污、保护环境及自
身效益出发，斥巨资开始对全部四组机
组开展大气污染物超洁净排放技术改
造，提高环保管控和污染治理水平。”华
润电力湖北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该公司主营业务是火力发电，在成
为赤壁市纳税大户的同时，也是排污大

户。通过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后，华润电
力氮氧化物、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排放总
量及所排废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均低
于国家标准，使得该企业仅 2018 年就享
受直接减免环保税 130 万元。同时，改造
至今因减少污染物排放，间接少缴纳排
污费及环保税 671 万元，累计少缴及直接
减免排污费和环保税达 801 万。
据悉，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后，赤壁
市税务局全面做好环保税纳税人管理与
服务，
“ 一对一”为企业讲解环保税政策
要点，鼓励企业清洁生产、集中处理、循
环利用，帮助企业全面享受节能减排政
策优惠，助推企业绿色发展,助力守护绿
水青山。

落实建筑工伤保险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肖天胜、邢红霞报道：10 月 16 日，赤
壁市建工局组织召开了建筑工伤保险政策宣贯会。全市建
筑企业、机械设备一体化企业法人及在建项目经理、市建设
工程安全监督站干部职工等计 110 余人参加了宣贯会。
会议邀请市人社局医保股张俊武详细讲解工伤保险政
策、流程、参保注意事项及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等。
通过培训，各参保单位对工伤保险参保流程、工伤认定程
序、待遇赔付等相关政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更全面的认
识，为进一步规范全市工伤保险工作，更好地维护参保职工
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

赤壁城投公司组织青年志愿者

开展文明出行劝导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刘玉婕报道：为积极响应赤壁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号召，提高市民遵守交通规则意识，10
月 9 日至 10 日，市城投公司组织 8 名青年志愿者开展文明
出行志愿劝导活动。
“红灯停，绿灯行，请大家遵守交通规则！“
”请不要闯红
灯！”
“请走斑马线！”……这两天，8 名青年志愿者头戴红色
志愿帽，身穿红色志愿者马甲，早晚两个交通高峰时段，在
一桥十字路口轮流值岗，协助交警维护交通秩序，对不文明
行为进行劝导。
据介绍，劝导活动中志愿者还秉承“学习雷锋、奉献他
人、提升自己”的服务理念，帮助老人、孕妇、残疾人提物过
马路，
志愿服务活动温暖人心，
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

中伙铺镇

加快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本报讯 通讯员 丁为为报道：10 月 16 日，赤壁市中伙
铺镇召开
“厕所革命”工作推进会，邀请市卫计局农村
“厕所
革命”
业务骨干就农村
“厕所革命”
工作进行培训。
培训从厕改模式定义、改厕意义、技术依据等方面，通
过规范剖析、实际操作指导等方式，详细讲解了
“厕所革命”
工程建设技术规范和要求，方便村级技术员对施工全过程
的理解和掌握。
培训要求，全镇上下要紧盯
“厕所革命”目标任务，严格
按照规定和时间节点加快进度，保障工程如期完成；要严格
施工标准，按照无害化处理技术指导，将质量关放在首位；
要积极宣传，将政策解释到位，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营造
党员干部带头改、群众积极要求改的浓厚改厕氛围；要加强
资料整理，注重施工过程痕迹收集，确保一户一档资料完善
规范。
培训后，市卫计局农村“厕所革命”工作人员一行到中
伙铺镇董家岭村现场指导厕改工作。

赤壁第二人民医院民主生活会

针对短板提建议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勇玲报道：
“有劳动纪律
松散行为。”
“对自己要求不严，未发挥党员带头作用。”
“医
患间沟通得不够”……近日，赤壁市第二人民医院召开民主
生活会，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督促党员干部切实改进
工作作风，提升工作能力和效率。
该院对照纪律、作风、思想、执行力等 8 方面短板，对院
领导班子的工作提出建议，如院领导需要加强与中层干部
及普通员工的沟通，同时多给予积极的鼓励，多深入基层，
给员工们正面的引导和激励；护理队伍流动性大，希望院领
导重视护理人员的设置，
留住护理人才；
建议设立领导接待
日，
提供比较充足的时间，
让下属与领导面对面交流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