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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2019年的春天，在一缕春风、一场
春雨和一声惊雷中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这“雨浇春上头”的祥瑞兆头里，赤壁
市各大企业纷纷纳祥接福，争先恐后以
崭新的面貌喝开了新年的第一声彩。

招聘会上的竞争

2 月 12日，春雨淅沥，春寒料峭。
但在“春风行动”招聘会赤壁高新区招聘
分会场，却人头攒动。来自全市多个乡
镇的求职者近3000人，让60多家求贤
若渴的企业惊喜不断。但面对全市
5000多个岗位的空缺，远远不能满足他
们对用工的需求。

“今年，我们企业因为新厂区开工，
需要招聘员工1500名左右，到目前为
止，和我们达成用工意向的求职者才
300来人。”招聘会现场，赤壁市维达力
实业（赤壁）公司招聘负责人介绍。

为了能吸引求职者到该公司就职，

公司在提高福利待遇的同时，更是不断
拓展招聘渠道，除招聘会现场，公司还发
动老员工介绍新员工进厂就业，每介绍
成功一个，老员工将获得一定的经济奖
励。

由于福利待遇的提升，今年的招聘
会也吸引了一大批的外出务工人员回乡
就业。

来自官塘驿镇的小郑今年26岁，以
前一直在东莞打工，去年底辞职回到家
乡。招聘会上，她经过慎重考虑，最终与
维达力签下劳务协议。

“以前在外面打工，工资是要高一
点，但毕竟在外面，家里父母、孩子都是
牵挂。现在家乡的发展这么快，工资待
遇也有大幅提升，所以我决定就留在家
乡。”握着签下的劳务合同，小郑信心满
满。

订货单上的工期

叉车穿梭，机器轰鸣。新年后的第
八天，华舟重工就已经投入紧张而有序
的工作中。

据该公司相关人员介绍，华舟重工
今年已经接到订单货币量35亿元，而
根据目前的市场前景，预测全年可完成
货币订单总量50亿元。基于订单的充

足，该公司大年初七就全员到岗，全线
开工。近年来，公司以应急产业链为纽
带，以建设小核心、大协作、专业化的应
急装备生产制作体系为宗旨，引导资
金、企业、人才等要素向园区聚集，把产
业园打造成应急产业发展的孵化器，一
举带动咸宁、赤壁的25家生产配套小
微企业同步开工，为新的一年燃起第一
把火。

新年伊始，赤壁华新水泥已经热火
朝天。根据近年的销售情况及新年订单
的增加，华新水泥今年大年初三就开始
上工，秉着歇人不歇生产的宗旨，第一批
产品已整装待发，为新年的订单提供了
有力的保障。据公司负责人介绍，今年
公司预计可实现年销售量过5亿元，上
缴税费5000万。

市场前景的拓展

“去年2月，投资2.8亿元的二期扩
产10万t/a预焙阳极项目开工建设，目
前煅烧车间已经全部建成，并于10月
10日煅烧系统点火启动生产。其他成
型车间、焙烧车间预计在今年3月份完
工。二期投产后，不仅达到干净生产、绿
色生产的标准，更可年创利税5000万元
以上。”大年初八，在长城炭素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信心百倍地介绍。
该公司按照YS/T285-2012 国家

行业标准，专业生产、经营、开发各种规
格电解用预焙炭阳极，并可根据客户的
特殊要求组织生产各种产品。2016年
至2018年，公司累计生产、销售炭阳极
29万吨，销售收入8亿元，创利税7800
万元。因公司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获得
客户的广泛认同，近年来订单逐年上
升。为满足市场需要，该公司新年开工
后，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扩建，公司上下
一派欣欣向荣。

位于官塘驿镇的帅力化工，虽然地
处偏僻，可生产却丝毫不受影响。为满
足市场需求、生产需要，该公司今年更是
甩出大手笔，投资3000万，组建国内首
条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项目。
目前公司拥有粉状乳化炸药生产线和工
业导爆索生产线各1条，可年生产乳化
炸药（粉状）8000吨，工业导爆索700万
米。而新建自动化生产线建成后，不仅
可以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对安全生产
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满眼繁花春似锦，占尽东风第一
枝。在新的一年，赤壁市各大企业披坚
执锐，一马当先，新年新气象，砥砺再向
前！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宋东报道：
2019年春节，尽管天气以阴雨为主，但赤
壁市旅游市场依然火爆。假日期间共接
待游客30.16万人次，门票收入1137.58
万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807.17万元，
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 13.5%、12.9%、
13.3%。赤壁古战场景区接待游客16.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2%，门票收入

726.51万元，同比增长25.4%。
节日期间，核心景区三国赤壁古战

场活动精彩纷呈。以“金猪纳福迎
AAAAA 再借东风创辉煌”为主题的花
灯节精彩上演，游客们可以观花灯、赏烟
花、听大戏、品美食，让游客们“品尝”到
一场文化饕餮盛宴；龙佑赤壁温泉推出
市民55元/位特价，五龙山春泉庄温泉酒

店推出一系列充满年味的新春活动。两
家温泉酒店客房出租率100%，温泉洗浴
中心游客爆满，每天接待游客均达5000
人次；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挤满欣
赏异国风情、踏青的游客，茶园慢行的自
行车租赁应接不暇，节日期间共接待游
客4万余人。

春节假期，以“第四届中国赤壁花灯

节暨首届三国年货节”为主打的春节旅游
产品引领假日市场，全市旅游产品供给丰
富、年味浓郁、安全有序，呈现出一派团
圆、喜庆、欢乐、祥和的美好景象，旅游接
待人数呈现历史新高。同时，赤壁市还大
力倡导文明旅游，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倡
导游客文明出行。假日期间，游客的文明
旅游素质改善明显，市场秩序良好。

赤壁春节旅游市场火爆
综合收入14807万元

开展“践行准则、锤炼师德”学习实践

赤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刘騉报道：2月14日，为进一

步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全市广大教师职业行为，全面提
升师德素养，激励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人格魅力和
学识魅力影响、教育学生，赤壁市各中小学集中开展了“践
行准则、锤炼师德”学习实践活动。

此次学习从“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传播优秀
文化、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护学生、加强安全防范、坚持言
行雅正、秉持公平诚信、坚守廉洁自律、规范从教行为”十个
方面对《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进行了详细
解读。随后，各校组织全体教师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针对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逐项、逐条对照检
查，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做好整改落实。

通过学习、对照，全市教师们充分认识到，加快教育
改革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顺应时代发展、迎接新挑战的
必然选择。教师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严格
按照《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要求，努力
工作，为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办好赤壁人民满意教育
而不懈努力。

部署“大学习大调研大讨论大落实”活动

赤壁提升组工干部综合素质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杜承前报道：近日，赤壁市委

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研究部署全市组工干部“大学习大调研
大讨论大落实”活动。

活动以推动新时代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同时，结合组织部
门职能职责和市委中心工作，推进组工干部坚持问题导向，
着重围绕20余条重点难点热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通过

“组工干部论坛”、组工简报、组工干部务虚会等平台，进行
交流讨论，集思广益，理清工作思路，确保党中央、省委、市
委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落出成效。

据悉，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组工干部的综合素
质，强化高标意识，提升狠抓落实能力，推进党的建设和组
织工作全面提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赤壁政务服务中心

新年更有新气象
本报讯 通讯员万菡、张文报道：2月11日，春节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市政务服务中心所有窗口工作人员准时到
岗，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前来办事的群众。

上午9点左右，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局窗口前，工作
人员正有条不紊地为前来办理医保等业务的市民解答问
题。虽是上班第一天，但前来办理业务的人数仍比较多，工
作人员细心耐心的服务态度也得到市民认可。

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二楼出入境办理窗口
为广大市民提供了微信、银行电子快捷支付业务，预约服务
和延时服务等，提高了业务办理效率。

2019年，市政务服务中心将进一步创新审批服务方
式，优化审批流程，实现更多事项的并联审批，切实提高行
政审批和服务效率，按照政务服务标准化体系要求，不断规
范行政审批和服务行为。

占得东风第一枝
——赤壁企业节后开工生产扫描

通讯员 张升明

节后开工
第一班岗

大年初八，华舟重工赤壁应急产业
园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生产线上忙
碌着。

该项目位于赤壁高新区，以成为中
国专业化、规模化的应急装备产业园区
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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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莹 李越 摄

赤马港派出所

破获系列盗窃手机案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孙军民报道：春节期间，赤壁市

公安局赤马港派出所民警通过深入排查，全力追击，于2月
9日成功抓获盗窃手机嫌疑人邓某，破获城区系列盗窃手
机案3起，被盗手机全部追回。

春节前，赤马港派出所接到多起手机店手机被盗报案，
专班民警通过分析比对，调查走访，发现盗窃前科人员邓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2月9日中午，民警发现其踪迹，立即布
控抓捕，将其一举抓获，从其家中搜出被盗手机3部。经审
讯，邓某对其于春节期间在赤壁市城区多家手机店内，以买
手机为由，趁工作人员不备之机，先后盗窃华为、vivo手机
3部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邓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被盗手机
已发还受害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审讯深挖中。

入户摸底调查，政策宣讲，房屋认
定、测绘、评估，棚改签约，棚户区居民告
别老房子搬进新家……

自去年8月以来，赤壁市一河两岸南
片棚改工作全面启动，一切工作按流程
稳步推进。

一河两岸南片棚改项目涉及蒲圻办
事处和尚岭、斋公岭、望山三个社区，其
中和尚岭社区36户，斋公岭社区23户，
望山社区2户，总共61户，需要拆迁房屋
面积15000平方米左右。目前，已经签
约 52 户，资金到位 52 户，签约总面积
10910平方米。

徐稳新，家住蒲圻办事处和尚岭社
区二桥之下，一间采光通风都不好的老
旧红砖平房住了20多年。当得知自家老
房子被纳入一河两岸南片棚户区改造范
围，他一方面感到高兴，一方面又对于具
体的政策知之甚少。

为打消徐稳新的疑虑，市棚改办、蒲
圻办事处和动迁公司工作人员多次上门
耐心细致地为徐稳新讲解《关于加快推
进赤壁市城镇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实施意
见》、《赤壁市一河两岸棚户区改造房屋
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等棚改政策文件。

去年9月中旬，在市棚改办、蒲圻办

事处和动迁公司工作人员的帮助指导
下，徐稳新顺利签约，带着30余万元的棚
改安置补偿款，来到房产超市自主选择
购买新房。

据悉，2014年至2018年，赤壁市城
市棚改纳入全省目标责任制考核任务共
计6292套。截止2018年12月底，棚改
开工项目26个共8463套，占目标责任状
任务135%，征收房屋面积97.5 万平方
米，共投入资金约31亿元。

实施棚改这五年来，赤壁市坚持把
棚改这一惠民安居工程抓实抓好，工作
成效显现。

改善部分困难群众居住条件。以交
通水泥厂、陶瓷厂、车站西街、炭素社区
等老旧小区为典型，通过棚改惠及2.5 万
住房困难群众“出棚进楼”，以民生改善
实际成效，换取了老百姓获得感、幸福
感，促进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

随着砂子岭（城中村）、中伙片区、
一河两岸、丰乐街、四中转盘等项目实
施，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人
居环境、城市面貌，打造城市未来发展
新空间。同时通过实施棚户区改造、房
屋征收，全市预计可腾退土地接近
10000亩。

赤壁统战系统推出“名师大讲堂”

邀请知名人士讲座联谊
本报讯 通讯员雷玲玲、汪忠亮报道：1月30日，市委

统战系统召开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特邀中国民办教育改革
创新人物、著名民办教育家、湖北黄石市慧德学校董事长兼
校长邓昌武为全系统干部职工讲授一堂以“我的追梦之旅”
为主题的微党课，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邓昌武校长分别从“筑梦：用信心拥有梦想”、“寻梦：用
执着追求梦想”、“圆梦：用拼搏成就梦想”、“续梦：用顽强升
华梦想”四个角度，讲授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偏远农业乡镇小
学的校长成长为中国民办教育巨擘的励志故事。大家纷纷
表示，今天的党课采用PPT演示，别开生面。要学习邓昌
武校长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的创业精神，在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

据悉，2019年赤壁市委统战部将创新工作方式，积极
探索加强支部建设的路径和提高党员学习效率的方法，打
破常规和窠臼，推出“名师大讲堂”，做出品牌效应，不定期
邀请知名人士举行讲座、联谊等活动，进一步突出党支部、
党小组的主体作用，夯实党建基层。

赤壁棚改托起“安居梦”
通讯员 王莹 余庆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