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事业发展需要，咸宁日
报传媒集团（咸宁日报社）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新媒体编辑2
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应聘岗位：新媒体编
辑（2名）

二、应聘条件：全日制本
科(学士学位)以上学历，专业
不限，熟悉微信、微博、APP
等渠道传播概念，了解新媒体
传播运营流程和操作流程；能
编辑微信公众号、微博；掌握
新媒体所需的视频拍摄、平面
设计、H5制作、网络直播等技
术，熟练使用相关软件；有较
好的文字功底。

年龄28周岁以下，有相
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三、应聘所需材料：应聘
人员持学历学位证书、个人简

历、身份证、近期彩色照片、获
奖证书、公开发表作品原件及
复印件，以及其它能证明个人
能力的材料。

四、录取：经笔试、面试后
择优录取，试用期满经考核合
格后正式聘用。

五、报名时间、地点：
1、报名时间：2019 年 2

月15日——2月28日。
2、报名地点：咸宁传媒

大厦903室。
3、网上报名：登录咸宁

网（咸宁新闻网）点击“咸宁日
报传媒集团（咸宁日报社）招
聘公告”下载表格报名，连同
应聘材料复印件发至邮箱
704271352 @qq.com。

报名咨询电话：
0715-8128787

招聘公告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0715-8128787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刘国华 责任编辑：姜明助 校对：阮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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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见习记
者吴文谨报道：2月13日，市委召
开2019年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
第一次会议，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讨论制定《关于实施

“组织力倍增计划”推进新时代咸
宁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的
工作方案》，谋划部署2019年全市
党建工作。市委书记丁小强出席
会议并讲话。

丁小强指出，要提高政治站
位，科学谋划部署2019年全市党

建工作。要突出政治导向。谋划
2019年党建工作，要坚持把党的
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旗帜鲜明讲
政治作为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坚
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
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
各项建设，带动党的建设质量全
面提高。要突出目标导向。主动
对标调焦，拉高标杆，自我加压，
结合各自职责和省委年度党建考
评内容，加快谋划推进2019年党

建工作。要突出民生导向。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丁小强强调，要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防范化解党的建设领域重
大风险。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
持高度警惕，坚持底线思维，认真
查摆和整改党建方面存在的突出
问题，及时防范化解党建领域可能
出现的重大风险。（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见习记者吴文
谨报道：2月13日，市委召开2018年度县
（市、区）和部分市直单位党委（党组）书记
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书记
丁小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远鹤，市委副书记、市委政法委书记蒋星
华出席会议。

会上，各县市区党委书记作基层党建
述职发言，咸宁高新区等部分单位党委（党
组）作书面述职。会议还进行了基层党建
评议测评。

丁小强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基层党建
工作有新的进步、新的提升，以实际行动践
行“两个维护”，使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服
务党的政治路线更加科学、精准、有效。但
仍然存在各领域不平衡、全市党员总量不
足、结构不优、少数基层党组织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开展不规范等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丁小强强调，要突出政治建设，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稳思想之舵，
把准政治方向，坚守理想信念，引导党员群
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决贯彻执行
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上级党委决议决定，用
实际行动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严守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把“两个维护”落实到严格
执行党章、党规、党纪的具体行动上，严格
执行民主集中制、市委常委会议事规则和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等制度，做到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丁小强要求，要突出党建引领，推动咸
宁高质量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委（党
组）要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推
动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紧紧围绕市委中心
任务和工作大局抓基层党建，牢固树立大抓
基层的鲜明导向，整体优化提升带头人队伍
和党员队伍的质量，切实以管党治党的实际
成效，保障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丁小强强调，要突出政治担当，种好党
建“责任田”。要勇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
命，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压牢
扛实基层党建主体责任，抓好突出问题整
改，持续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履行党要管党
的重大政治责任，实现党长期执政条件下的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市委常委程良胜、何开文、张方胜、闫
英姿、周勇、杨良锋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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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耿丹报
道：14日，市委书记丁小强专程到市发
改委调研，听取今年发展改革工作思路
和近期重点工作汇报。

在中节能咸宁办事处，丁小强听取
项目进度汇报，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指出，完善规划设计，做好前期工作，
推动项目落地，共同为长江经济带发展
贡献力量。

在市信用办，丁小强察看了咸宁社
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要求加大信用咸
宁建设宣传力度，着力营造“知信、用
信、守信”的良好氛围。

在听取市发改委工作情况汇报后，
丁小强对发改委近年来在谋划大战略、

实施大规划、推进大项目、做好大统筹、
强化大协调等方面的工作和2019年发
展改革工作思路给予充分肯定。

丁小强指出，要聚焦党中央重大战
略部署实施，加快推进咸宁实现高质量
发展。越是外部环境变化，越是要专注
于做好自己的事。要善于从国家战略
部署中抢抓先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在推进

“133”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战略布
局中有贡献新作为，创造性推动党中央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在咸宁落地落
实。要围绕“五个一”工程，全力策划谋
划推动项目实施。

丁小强要求，要聚焦“三抓一优”，

推进强市建设。要狠抓储备库、建设
库、达效库“三库”建设，把项目储备库
建设作为基础，把项目建设库作为关
键。要抓好投资，围绕重点产业、基础
设施、民生事业等关键领域，策划和实
施一批重大项目。要真正把有关政策
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变成一个个具
体的项目。要进一步加大拉练检查力
度，优化拉练检查形式和机制。要补
好工业化这一课，推动现代服务业加
快发展。要抓好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
设示范城市创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
境。

丁小强强调，要聚焦“四型”机关
（学习型、效能型、法治型、廉洁型）建

设，推进能力作风提升。要深入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重要
论述，以学习提升六大思维能力，掌握
八大本领，自觉做到五个过硬，承担起
发展改革任务。要弘扬马上就办、真抓
实干的精神，大力倡导“智圆行简、实心
实政”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埋头苦
干。要坚持依法办事，全面增强干部职
工法治思维与依法行政能力。要坚持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守牢廉洁自律底
线，自觉纠正“四风”，以良好作风为咸
宁发展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市
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参加调研。

丁小强在市发改委调研时要求

聚焦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实施
加快推进咸宁实现高质量发展

市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

努力提高基层党建工作水平

施普惠医疗科技

正式投产
2月2日，通城高新区坪山工业园

施普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工人
们正在仪器前认真工作。

据了解，该企业以生产多功能电
动智能病床为主，年生产能力10万台
（套），产值30亿元。目前设备调试完
毕，正式投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特约记者 刘建平 摄

三抓一优看亮点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

殷汉宁报道：生产车间工人忙忙
碌碌，厂区内停满了拖货的外地
车辆……13日，记者走进赤壁
长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见到公
司一片繁荣景象。

“春节期间我们开足马力保
生产，赶进度。安排了270人加
班生产，累计生产预焙太阳极
1800吨，完成产值750万元。”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市经信委统计数据显示，春
节期间，我市24家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5000余人加班生产，共
完成产值4亿元。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障春节期间生产稳定运行，
节前我市已就切实落实好鼓励企

业增产增效、降低企业用电成本、
强化企业服务和节后复工等各项
工作，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并组
织召开专场政策宣讲会。

一批重点企业在春节长假
期间保持正常运转，生产一线职
工坚守工作岗位不停产，为新一
年谋求新发展打好基础。

另外，我市有6家规模以上
火电、风电、水电等企业春节期
间坚持生产，确保电力市场供
应。据统计，累计发电2406万
千瓦时，完成产值1326万元。

正月初七后，我市各类企业
陆续全面进入复工复产阶段。
统计显示，截至2月14日，全市
复工工业企业达到708家，开工
率达78.75%。

我市一批重点企业春节不停产
目前复工企业708家，开工率78.75%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2月14
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调研市区
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市场。他强调，要
进一步增强定力、决心和信心，综合施
策，精准发力，全面完成棚户区改造目
标任务，推进房地产市场稳步健康发
展。

春寒料峭，王远鹤率领市区有关部
门负责人，先后来到大畈五组片区、地
煤机片区、站中大道片区和旗鼓四组等
地块棚户区改造拆迁现场，实地调研棚
户区改造项目进展情况，查找存在的问

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在地煤机片
区，王远鹤深入到部分居民家中，了解
他们住房条件和对棚改工作意见，叮嘱
随行干部加快棚改工作进度，进一步改
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在随后召开的市城区房地产形势
分析暨棚改工作专题会上，王远鹤听取
了有关部门汇报。他指出，要总结成
绩、分析问题，进一步增强保持全市房
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定力、决心和
信心。过去一年，我市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

棚户区改造捷报频传，工作成效全面显
现，体制机制逐步完善。但也要保持清
醒的头脑，冷静分析存在的问题。增强
风险意识，保持底线思维，坚定不移推
进房地产市场稳步健康发展，坚定不移
推进棚户区改造。

王远强调，要综合施策，精准发
力，切实解决好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努力实
现工作目标。进一步完善调控机制，因
时完善调控政策体系。积极进取，有效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优化公共服务，

提档升级有关基础设施。多点发力，
优化政策，搞好协调服务。要发挥政
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依靠党的领导，充
分发动群众，攻坚克难，推动各项工作
落实。

王远鹤要求，要强化领导，压实责
任，全面完成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各
级各部门要强担当，层层压实责任；敢
字当头，敢想敢干；快作为，快马加鞭，
努力提升工作效率。

副市长吴刚、市政府秘书长王勇参
加调研和专题会议。

王远鹤调研市区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市场时要求

推进房地产市场稳步健康发展

近日，赤壁市印发《赤壁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赤壁市
委书记、市长盛文军担任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长，针对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开启了赤壁
市新一轮的文明实践活动。

谁来做?
让志愿者当先锋作表率

2月13日，穿行赤壁大街小巷，踏
步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这些笑容既真实又踏实，体现着人
们对美好家园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在陪同采访的赤壁市文明办工作
人员眼中，这一切都离不开赤壁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初衷。

“初衷是用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 。”在赤壁体育路爱心粥屋帮忙
的志愿者苗鹏说。

爱心粥屋是赤壁志愿服务组织起
来的一个公益项目，施粥对象是附近的
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生活贫困残疾人、
环卫工人等。

走进爱心粥屋，一切井然有序，排
队、领粥、吃粥，身穿红色服装的志愿者
穿梭期间，在不停的忙碌着。随后，映
入眼帘的一张张笑脸，让你会不自觉被
感染。一碟咸菜、一碗热乎乎的粥、一
个馒头，人们吃得异常幸福、满足，笑容
从未离开。

家住体育路的童老汉说，自己孤身
一人在家生活，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能

从志愿者手中接过一碗热乎粥，听到一
串暖心话，感觉真好。

在田间地头，身穿红色马甲的陈新
国和他的伙伴们则是蒲圻办事处村民
眼里靓丽的“温情红”。村民们为家庭
琐事发生矛盾，难以相处。陈新国主动
上门，分出青红皂白，理清千头万绪，以
理服人，以德抚人。

像这样文明实践、爱心故事，还有
许多。

熟悉赤壁情况的人，都羡慕赤壁有
着良好的文明风气，更羡慕赤壁庞大的
爱心队伍。

文明风气、爱心队伍来源赤壁市委
市政府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引
导志愿者当先锋做表率。

2017年8月，赤壁成立了赤壁市
志愿者协会，随后，逐步建成文明志愿
者、青年志愿者、文化志愿者、社区志愿
者、机关志愿者、治安志愿者、教育志愿
者、敬老助残志愿者、卫生志愿者和环
保志愿者等不同的志愿队伍。

以此为基础，赤壁市健全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组织构架，在市、
镇、村三级同步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由市、镇（办事处）、村
（社区）党组织负责同志分别担任中心
主任、所长和站长。同时组建了赤壁
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各
乡镇志愿服务支队、村社区志愿服务
大队。

（下转第六版）

新时代文明的赤壁实践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祝宝成 甘青 黄柱 特约记者 谭盈门 童金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