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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I XINWEN

蒲纺各社区新任“两委”

访贫问苦送温暖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黎琳报道：“这些社区干部很

热情，换届完刚上任就来看望我，我感到很温暖！”蒲纺桃
花坪社区75岁困难老党员何振铎，对新当选的社区两委干
部称赞不已。

这是蒲纺工业园区三社区“两委”换届后，新当选的社
区“两委”干部开展连民心大走访送温暖活动的一个缩影。

2018年社区“两委”换届选举，蒲纺工业园区党工委精
心组织、周密部署、严格程序、依法依规、高效有序完成三个
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当选的23名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每
人主动结对帮扶了5名困难群众，至19日，共走访慰问了
70余户居民。每到一户家庭，都详细了解困难群众近期生
产生活、身体健康状况及子女就业等情况，为他们送上面
条、食用油等慰问品，向他们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

据悉，在春节来临前，蒲纺还将继续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确保每一名困难居民温暖过冬、温暖过节。

本报讯 通讯员周姿报道：日前，国
家科技部公布了第三批国家级“星创天
地”名单，赤壁市“湖北康华智慧物流电
商星创天地”榜上有名。

“湖北康华智慧物流电商星创天地”
是一家以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推广现
代智慧物流、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
里”为宗旨，以实现赤壁市农产品“卖全
国、买全国”为目标的新型农业创新创业
基地。旨在通过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
务和资本化运作方式，利用线下孵化载
体和线上网络平台，聚集创新资源和创

业要素，促进农村创新创业的低成本、专
业化、便利化和信息化。

截止目前，该基地已进驻36家企业
和创客，与19家农业生产基地签订合作
联盟协议，培育出了莲藕、猕猴桃、小龙
虾、青米砖等特色农产品种养殖基地19
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4个，农业企业 8
家。服务辐射带动周边农业种养殖业、
加工业、服务业创客、企业发展近百家，
实现工业品下乡、农产品上行销售约3.6
亿元，促进农特产品销售1.2亿元，农民
增收7600万元。

第三批国家级“星创天地”名单公布

赤壁一创新创业基地上榜
赤壁广电网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三网融合”服务于民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报道：日前，

赤壁广电网络与赤壁联通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推出“三网融合”新的共享套餐，更
好地服务于民。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赤壁市三网
融合发展的新突破，广电运营商与通讯
运营商深度合作，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为用户提供更优质、实惠的服务组
合。

合作推出的融合套餐，将广电网络
的高清互动电视和联通4G+通信网络完
美结合，涵盖了电视、通话、上网、流量服

务、套餐价格等，比各自办理单项业务大
大降低了费用，真正为用户提供了“更好
的电视、更快的网络、更多的流量、更低
的价格”，让广大市民尽享三网融合时代
信息化生活带来的便利。赤壁市区域内
的广电网络营业厅或者联通营业厅都可
办理业务。

据了解，赤壁广电网络与赤壁联通已
就智慧家庭进行了合作，用户反馈好评率
不断上涨。未来还会以更丰富的业务、多
样化的终端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引领智
慧家庭业务进入产业发展快车道。

40年，风雨同舟；40年，披荆斩棘；40年，砥砺奋进。40年
来，赤壁市在历届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不断解放思想、攻坚
克难、开拓进取，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事
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
历史起点。

赤壁税务局举办专题培训会

详解税法送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我有两兄弟，爸妈都是我

赡养，可以按独生子女扣除吗？”“纳税人为非独生子女，应
当与其兄弟姐妹分摊每月2000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
额度不能超过每月1000元。”……近日，在赤壁市税务局举
办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培训会上，通过专家现场解答，
纳税人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2019年1月1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
税法》将正式实施，执行过渡期政策首波减税利好后，第二
波减税红利即将出炉。为全力保障新个人所得税法顺利
实施，赤壁市税务局成立了个税改革小组，采取集中培训、
上门送政策、组织座谈辅导会、开设纳税人学堂等多种形
式加强个税新政的对外宣传，向扣缴义务人、纳税人宣传
改革背景，讲解新税法和系统操作流程。

目前，该局已对扣缴义务人开展了11期面对面辅导，
全市1425户纳税人参加了培训。

赤壁茶发局

加强宣传树品牌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丽燕、洪华敏报道：近日，赤壁市茶

发局传来喜讯，以“打造百亿茶业，挖掘千年茶史，重振万
里茶道，造福亿万民众”为发展战略，赤壁全力提升茶产业
影响力取得明显成效。

为提升赤壁青砖茶知名度，该局组建了茶产业宣传专
班，利用“赤壁青砖茶”微信公众号对外宣传推广茶业动
向；在全市范围内交通路口及市区人流密集区竖起了54块
宣传广告牌；在省、市等各级电视台、报纸等媒体投放“赤
壁青砖茶”广告；同时，召开全市“赤壁青砖茶”驰名商标认
证工作动员会，已成功申报上了中国驰名商标。近日，由
湖北卫视等五家卫视联播的大型纪录片《传奇老字号》举
行了开机仪式，赤壁赵李桥茶厂的“川”字砖茶，是湖北省
列入该纪录片的唯一的茶叶“老字号”。

目前，该市茶叶基地达16.1万亩。茶叶加工企业35
家，产业链产值45亿元。拥有茶叶驰名商标3件，著名商
标4件，知名商标6件，赤壁青砖茶荣获中国驰名商标和百
年世博名茶金骆驼奖，成为湖北区域性公共品牌。

赤壁发改局

深化改革增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张燕燕报道：打赢化解过剩产

能攻坚战，赤壁市目前已没有“地条钢”生产企业；坚持“放
管服”改革，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价格制度改革成效显
著，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这桩桩件件均是赤壁市发改
局全面深化改革，在增强内生发展活力上取得的新突破。

今年来，赤壁市发改局全力以赴狠抓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一方面做好化解过剩产能工作，会同赤壁市各相关单
位完成去产能工作，彻底查处、关停“地条钢”生产企业。
另一方面推进“五个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厕所革命”所
有厕所建设已于11月份提前完成了咸宁市下达的2018年
目标任务。

坚持“放管服”改革，强化项目审批服务。推行互联网+
政务服务，全面实行网上审批，做到“一个窗口对外”。目前
已办理备案项目174个，核准项目17个，审批类81个。

价格制度改革成效显著。积极推进农业水价、医疗服
务价格、公平竞争审查、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价格等五项
综合改革。在咸宁市率先启动医药价格改革政策落实情
况跟踪评估工作。督促水利部门启动了陆水灌区计量工
程建设。降低国有重点景区门票价格，三国赤壁古战场景
区门票价格，由150元/人次调整为135元/人次，降幅达
10%，提高了民众旅游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赤壁招商局

工会活动激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李越报道：为充分发挥工会职

能，提高干部职工素质，增强凝聚力、向心力，12月14日，
市招商局组织开展以“强体魄、创文明、建和谐”为主题的
文体活动。

《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歌
曲在现场精彩演唱，使干部职工在歌声中追忆改革开放40
周年光辉历程，感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随后开展的拔河比赛、篮球比赛、羽毛球比赛，丰富了
该局干部职工业余生活，增进职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
强团队凝聚力，让大家在运动中享受快乐，既陶冶了情操，
愉悦了身心，也赛出了团结，比出了干劲，激发了干部职工
干事创业的激情。

万亩茶园

维达力中伙基地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刘攀报道：
近日，赤壁市建筑勘察设计院传来喜讯，
经权威认证机构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认证审核，该院顺利通过了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这标志着该院与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标准接轨，让规范化、标准化的运作流程
贯穿于日常工作的全过程，进一步提升了

内控水平和设计质量，树立了新的单位品
牌。

据介绍，自今年9月份开始，该院通
过邀请国内知名管理咨询机构，来院进行
管理提升和流程建设培训，同时引入绩效
考核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工作，为本次认证
顺利通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该院院长王文华介绍，ISO9001:

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也是“在质量
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的管理体系”，包
括制定质量方针、目标以及质量策划、
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等活
动。赤壁市建筑勘察设计院是首次通
过该认证，认证资质范围包括建筑工程
设计、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排水工程）
设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等业务领域，覆

盖了包括驻外办事处在内的全院所有职
能和业务部门。

通过此次成功认证，进一步提升了该
院技术质量管理水平，规范了内部质量管
理，强化了过程控制，增强了顾客满意度、
信任感和市场竞争能力，为参与和服务地
方经济建设及城市面貌提档升级做出了
质量保证。

赤壁建筑勘察设计院

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冬至刚过，车埠镇熊家岭村的龚大爷就将
城里的3个儿女们喊回家，杀了2头猪，净肉都
有400多斤。

“以前呀，吃不起。现在，只要吃得精。”望
着满满的几大筐猪肉，60多岁的龚大爷，对改革
开放40年来的变化，感受尤深。

1978年，赤壁市人均GDP仅为339元。经
过8年努力，到1986年突破1千元，达到1200
元；2004年突破10000元，达到10345元；2017
年达到 79707 元，比全国人均 59660 元高出
20047元，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已由低收入
跨入高收入行列。全市经济实力也实现飞越。
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1.22亿元跃升至2017年

的391.28亿元，2018年有望突破420亿元，是
1978年的344.2倍。固定资产投资从1978年的
2817万元增长到2017年的422.09亿元，年均增
长20.6%，是1978年的1498.39倍。

赤壁市财政收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
一路持续攀升。1978年财政收入仅为2216万
元，1995年突破亿元关口。2017年，通过22年
持续发展，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8.49亿
元，年均增长11.5%，是1978年的70倍，为支付
能力奠定了基础。2017年，财政支出达到42.13
亿元，是1978年2643万元的159.4倍，财政支出
规模扩大使政府调控能力日益增强，为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有力支撑。

栉风沐雨开新篇
——从数字变化看赤壁改革开放40年成就

通讯员 张升明 郭儒兵

12月11日，维达力赤马港基地项目的电子玻
璃生产线顺利试投产。该项目由香港中南创发
投资兴建，计划总投资15亿元，总占地面积268亩。
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平板玻璃深加
工技术及设备制造、触控屏幕、触控组件制造、视窗
防护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已与三星、华为、小米、
LG、尼康等世界一流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40年来，赤壁在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
始终坚持将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
发展质效进一步提升，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

2017年，赤壁高新区成为国家级高新区，
“一区三园”格局基本形成，创新聚集区落户项
目66个。全市高新企业27家，纳入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统计企业61家，高新技术产品77个，完
成产值137.57亿元，实现增加值30.8亿元，比
2010年增长7.8倍，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
增加值19.6%，比2010年提高12.4个百分点。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217人，是1986年的5.54
倍，先后建成各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校企共建

研发平台37个。2010年来，申请专利1928件，
其中发明专利583件、实用新型专利765件。先
后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全国科普示
范县市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市。

同时，赤壁依托优质资源和产业基础，强化
产业链招商，通过“腾笼换鸟”实现闲置企业“涅
槃重生”，一批投资规模大、市场前景好的项目
相继落地。2017年，蒲纺工业园区着手对闲置多
年的蒲纺纺织厂进行重新规划，将其近65000平方
米厂房分割成独立主体区域，引进湖北省泽瀚实业有
限公司、赤壁市彤绮纺织有限公司、赤壁市金昌实业
有限公司、湖北赤壁日升新能源有限公司、湖北蒲纤
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精欣宇实业有限公司等多家
企业入驻，有力推动了蒲纺的转型升级、绿色发展。

40年沧桑巨变，40年砥砺奋进。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赤壁市正顺势而为，以一往无前的勇
气和决心，奋力谱写新时代赤壁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为建设强而优中等城市、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市继续不懈奋斗！

发展活力显著增强C

12月20日，规划总面积20000亩，前期计
划投资3000万元，分两期进行建设的赤壁市首
家小龙虾深加工项目——赤壁市宇汇供销水产
生态产业园在柳山湖镇开工建设。项目建成
后，可日产小龙虾20吨、成品5吨。

从2006年至今，赤壁市小龙虾人工养殖已
发展至25万亩，年产量达到1万多吨，为农业产
业融合带来了新活力。40年来，赤壁市现代农业
生产保持稳定，产业融合不断加快。2017年，第
一产业增加值完成48.83亿元，是1978年的94.5
倍。除粮油等传统农业外，特色农业快速发展，
茶叶由1978年的 5.43万亩、0.31万吨发展到
15.9万亩、3.98万吨，分别增长2.93倍、12.84倍，
茶产业综合实力居全国产茶百强县第六位；猕猴
桃等特色园林水果达到6.7万亩、产量3.39万吨。

与此同时，工业发展齐头并进，由改革开放
之初的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化工、电力等小工

业，发展至以华润电力、华舟重工、华新水泥、银
轮蒲起、维达力实业等为龙头的机械制造、电力
循环、电子信息、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等主要门
类的工业体系，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不断加速。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09家，工业总
产值565.52亿元，是1978年的339.89倍；工业
用电量12.35亿度，是1989年的7.09倍。

交通物流、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
文化旅游、金融房产、中介服务等第三产业蓬勃
发展，主导地位充分凸显。2017年，第三产业增
加值完成175.32亿元，是1978年的951.2倍，比
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达120.31亿元，是1978年的262.9倍，
年均增长15.4%。全域旅游势头迅猛，旅游总人
数954.01万人次、总收入53.46亿元，荣获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10.6亿元，快递服务业务量完成38.6万件。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B

生活水平稳步提升A

携程赤壁客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