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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37个党政机构

赤壁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饶勇、杜承前报道：3月17日，赤壁市

一批新组建与职责调整部门集中揭牌，各涉改单位完成人
员转隶工作，基本实现集中办公，标志着赤壁市党政机构改
革工作拉开帷幕。

此次机构改革工作过程中，该市坚持“先立后破、不立
不破”，按照先转隶、再“三定”原则，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
保如期完成机构改革任务。本轮机构改革，共设置党政机
构37个，其中，市委机构10个，市政府工作部门27个。改
革还对党政直属事业单位实施了限额管理，并进一步规范
了党政派出机构的设置。

据悉，赤壁市将机构改革与当前各项工作任务紧密结
合，坚持协同高效，统筹兼顾，确保改革工作服务于赤壁高
质量发展大局。3月底前，这项工作将基本完成。

赤壁宣传部机关干部志愿者

开展捡垃圾环保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周慧军报道：近日，在葛仙山景

区，一群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戴着手套、提着垃圾袋分散
到景区的各个角落，捡拾游客们扔下的塑料袋、饮料瓶、食品
袋。他们是赤壁市宣传部机关干部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时值阳春三月，又到了葛仙山赏樱季节，全国各地的游
客正翘首期盼着一场樱花之约。为了保护景区的环境卫
生，让游客们有更舒适、更清爽、更文明的出行体验，市文明
办联合赤壁市志愿者协会开展“绿色环保 文明赏花”的志
愿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除了在景区捡拾各类垃圾，还向
游客宣传环保意识、劝导文明行为、维护车辆文明停放。他
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引导游客文明赏花，爱护环境，让
葛仙山的樱花更美。

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红色文艺轻骑兵”走进张司边村

赤壁税务局组织专班

开展减税降费大走访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王俊涛报道：“新政必须第一时

间宣传到人、到户、到企业，不能让纳税人吃‘哑巴亏’。”近日，
赤壁市税务局组织工作专班开展减税降费“大走访”活动，为
小微企业送去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精准施策谋发展。

走访过程中，税务干部向纳税人宣传解读减税降费各
项优惠政策，赠送宣传手册，并对纳税人提出的问题进行现
场答疑解惑，确保“减税降费”惠民政策落实落地，加强了税
企交流沟通。

据悉，自减税降费新政实施以来，该局全力打造宣传、
培训、操作、答疑一条龙式精准服务，办税大厅还增加了小
微企业专业服务窗口，使得办税流程更加简化，保障纳税人
及时享受到政策红利。

赤壁携手央企

绿色发展项目签约落户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李越报道：日前，赤壁市与中节

能大地环境修复有限公司、中节能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
就矿山修复与城市绿色发展项目进行协商洽谈，并签订三
方合作框架协议。

矿山修复与城市绿色发展项目符合当前国家关于长江
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战略，符合做好生
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展三篇文章，契合赤壁市未来发
展方向和产业布局。

据悉，该项目将对赤壁市凤凰山片区进行整体规划设
计、环境修复、开发建设、投资运营，并按照国家绿建星级标
准修建，应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和产品，将其打造成为集休闲
娱乐、商业服务、健康养老等多功能于一体，汇聚世界先进
节能科技、融合自然人居理念的低碳综合示范区。

赤壁科普志愿服务队

助农增产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余六秀、但唐静报道：“小龙虾春

季虾塘如何管理？小龙虾春季多发疾病如何预防？”3月15
日，由赤壁市科技局、科协、车埠镇党员干部组成农业科普
志愿服务队，走进车埠镇芙蓉村，将“虾稻连作”种养殖技
术、防震减灾等科普知识传授给村民们，引导群众科学种养
殖、防震减灾、增产增收。

芙蓉村8组小龙虾养殖户龙星开今年养殖小龙虾130
亩，目前，正值小龙虾防病、下肥、投饵的关键时期，志愿者
们来到龙星开家的虾塘，实地查看虾塘管理现状，并将虾塘
改造，水草栽种，投种放苗，施肥投饵，疾病预防，补钙调水
等小龙虾养殖实用技术一一传授给他。

据悉，志愿者们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共发放虾稻连作、
防震减灾、日常生活科普知识等资料900余份。

赤壁获中央预算内投资

强化殡葬管理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魏洪山、周志华、马刚报道：日前，国家

发改委公布2019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赤壁市殡仪管理
所申报项目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840万元。

近几年来，赤壁市不断强化殡葬改革与管理，进一步规
范殡仪业务接待和服务操作程序，提升服务能力。按照因
事设岗、因岗定责、合理定配人员的原则，调整精简内设机
构，全面实行绩效管理，建立激励机制；持之以恒抓好作风
建设，加大问责力度，对在殡仪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吃、拿、
卡、要”现象采取零容忍的打击力度。同时，赤壁市加大投
资力度，完善设施建设。先后完成殡仪馆改造装修（一期）
工程建设，推进殡仪馆新建（二期）工程。

据悉，下一步，赤壁市将积极推进城乡公益性公墓建
设。筹建赤马港月山城市公益性公墓，推进黄盖湖乡村公
益性生态陵园建设，并采取先试点后推开的方式，推进全市
公益性公墓建设，深化殡葬改革。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刘弄璋报道：“耕耘
天地 创建名村”、“文艺助推·乡村振兴”……3月
17日，160余名文艺创作骨干，走进官塘驿镇张司
边村进行文艺采风，并现场泼墨挥毫,用文艺作品
描绘张司边美丽乡村建设。

张司边村位于官塘驿镇东北部，村域面积
13.6 平方公里，森林面积 2.3 万亩，森林覆盖率
85%以上。该村原生态环境保持良好，民风淳朴，
文化底蕴深厚，乡村旅游资源丰富，荣获中国第五
批传统村落、湖北省绿色生态示范村等荣誉称
号。张艺谋电影拍摄竹林、溶洞、将军古道古学

堂、旅游服务中心、石龙湾山庄、四季果园和越野
车赛道、有机蔬菜基地、香猪、竹林鸡、山羊和肉牛
特色养殖等项目的申报成功和落地，为张司边村
巩固脱贫成果、开启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奠定了
结实的产业框架基础。

为丰富百姓文化生活，开展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近年来，该村大力推进乡村文明建设，结合
文艺助推乡村振兴，先后获多个艺术团体、单位挂
牌为创作基地。

此次采风，采风团不仅感受了乡村生动淳朴的
民俗生活，更切身体会到“醉美竹乡”的独特魅力。

完善设施 提升服务

3月 15日，云淡风轻，暖阳融融。
走进湖北高瞻科技项目工地，一幢幢外
立面呈朱红色、白色线条相间的厂房掩
映在青山绿水中。厂房外部正在进行

道路平整、管网建设，
内部正在为安装通风
系统铺设钢架。

该项目是赤壁市
2018年8月引进的高
新技术企业，主要研发
和生产经营各种电工
仪器仪表、微电子及元
器件等产品。项目总
投资5亿元，其中2019
年投资3亿元。

厂房内，公司总经
理张红波正在巡视装
修进度。“我们正在全
力以赴追赶进度，计划

5月份量产。”他说，从签约到现在，短短
几个月的时间，项目建设进展迅速，也
得益于赤壁市的大力支持。

为确保项目早开工、企业早见效，

该市于2018年5月2日在高新区成立
“高新区企业服务大厅”，工商、国土、
规划、发改等 10 家市直职能部门入
驻，实行“先建后验”方案，提高工业项
目建设审批效率，加快企业落地建设
步伐。

“为圆满完成既定目标，高新区紧
盯签约项目促开工，跟踪改造项目促达
产。在确保项目建设用地的同时，加快
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提高服务水
平，用心解决企业建设发展中的困难，
巩固新型政商关系。”赤壁高新区管委
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马承志说，为进
一步加强要素保障，保持强劲投资势
头，2019年度计划投入18000万元，开
展路网配套建设，架设4条35KV专线，
实现“水到路通灯亮”。做好项目用地
保障工作，全面推进“123”工程——计
划新征工业用地 1000 亩、平整土地

2000亩、挂牌供地3000亩。全面清理
闲置及低效利用土地，强化用地批后监
管，完善招商引资项目违约追溯机制，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已供土地
的使用效率。做好存量土地挖潜工作，
更加珍惜和利用好有限宝贵的产业用
地资源。

通过提高服务水平、加快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和做好项目用地保障工作，赤
壁高新区项目建设实现“加速跑”。截至
目前，高新区在建项目41家。其中，续建
项目19家，新建项目22家。2019年，计
划主要经济指标高于市均增幅，优于全省
水平。规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
招商引资分别增长10、15、15个百分点。
项目建设推进“11235”工程——新申报
高新企业10家，新进规企业15家，新投产
项目25家，新开工项目35个，新签约项
目50个。将盘活“僵尸企业”8家。

维达力公司生产车间。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创新机制 筑巢引凤

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湖北蒲纤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德敢带着采访
者穿梭在整经、织布车间，滔滔不绝地
介绍各类生产工艺。落户蒲纺以来，他

接到的生产订单一直
没停过。而能够在蒲
纺创业基地扎根，他告
诉采访者，这一切都缘
于赤壁市的招商诚意。

2017 年以来，蒲
纺工业园区将闲置多
年的纺织厂进行重新
规划，通过消防通道拆
除、外立面改造、厂区
道路、给排水工程建
设，倾力打造一个企
业、资金、技术相对集
中的创业基地，为创业
者们筑巢搭台。

吕德敢说，在入驻
蒲纺前，他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考察曾经
辉煌的“十里纺织城”。也见证了蒲纺
创业基地从建到拆然后再建的轮回。

市政府花了最短的时间用最大的

投资将厂房进行改造，把消防、路道、通
道都打通了，包括厂内的刷新，水、电、
天然气全部开通。这让初来乍到的吕
德敢，看到了曾经的纺织名城转型发展
的新希望。

“我们的污水处理设备，是目前国
内比较先进的设备，投入大概在500万
左右，引进自来水使用，产生的污水、废
水经过加工可以循环利用，做到不外
排，不污染环境。”湖北蒲纤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整经车间主任郑代兵向采访者
介绍说。

如果说建好用好污水处理设施让
企业吃下经营“定心丸”，那么采用新的
生产工艺则势必为企业插上高质量发
展的翅膀。吕德敢投入300余台全自动
织布机，满负荷运转每天可产高达15万
米优质布料，产品远销欧洲市场。

他说，平均一个月的产能要达到
450到500万米左右，一个月的销售能

达到700万到1000万元左右。
吕德敢说，选择赤壁，是因为赤壁

各方面都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他的梦想
是把蒲纺发展到跟以前一样辉煌，让蒲
纺产品走出中国，走到欧洲，让人们都
知道。

作为湖北省纺织服装行业的优势
产业集群，蒲纺一方面不断完善和提升
园区规划，吸引更多的优势企业入驻，
同时大力支持和帮助现有企业进行技
术改造，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目前，蒲纺创业基地已引进企业7
家，正在生产的企业4家，在建企业3家。

“我们要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实
行‘腾笼换鸟’，减少对土地资源的占
用。”蒲纺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陈世新
说，希望通过几年的努力，让“十里纺
城”成为一个新型纺织、金色康养、红色
文化的活力之城。

赤壁蒲纤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
通讯员 聂爱阳 摄

神山镇兴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猕猴桃春季管
理。 通讯员 王莹 摄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
乡村振兴进程，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
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

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
园。赤壁市在大力发展
工业项目的同时，着力
于农村农业，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培育一批乡
村振兴的精品项目，引
领乡村振兴步伐。

官塘驿镇御屏山
半岛猕猴桃基地占地
面积2000亩，种植面
积 1700 亩 ，总 投 资
3500万元，是神山兴
农公司九大种植基地
之一。公司计划将该
基地打造成数字化管

理果园，建成集旅游、观光、休闲于一体
的现代化高科技示范园。2018年，公司
收益良好，2019年正按计划进一步扩大

基地规模，丰富猕猴桃品种，将猕猴桃
特色产业做大做实，让赤壁成为名副其
实的“猕猴桃之乡”。

炊烟依旧乡村度假区项目位于中伙铺
镇洪水铺村，规划总占地面积1278亩，总
投资1.2亿元，分两期投资建设。其中一期
投资3000万，占地278亩，项目立足发展
多样化亲子休闲、多元化农业、多功能度假
体验为主的生态农业人文休闲度假旅游
区。该项目立足“小而精”，通过充分挖掘
和整合农业资源，积极开发各类家庭亲子
旅游套餐，吸引更多周边市民前来体验游
玩，促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赤壁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位于赤
马港办事处，总投资1.35亿元。基地以开展
中小学生学工、学农、学军、学科技及野外生
存体验、研学旅行等社会实践活动为主。

同时，赤马港办事处陆逊营寨、茶

庵岭镇温泉村、赵李桥镇羊楼司村等地
根据自身地理及历史资源，立足实际谋
划的一批项目，也为促进产业发展，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普惠农民群众发挥着
积极作用。据相关部门统计，截止目
前，该市共打造了小龙虾、水果、中药
材、特色种养及乡村休闲旅游等一批特
色农业示范点250余个。特别是小龙虾
产业发展迅猛，养殖面积由最初的几百
亩发展到现在的22.5万亩，有效促进了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发展农业精品示范点的同时，赤壁
市更是紧扣产业兴旺，强化品牌意识，
加大力度，对村庄环境综合整治、村庄
道路及基础设施加大建设力度，为乡村
产业振兴打好基础，努力建成一批独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切实推动全市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

精品引领 乡村振兴

项目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
2019年，赤壁市以“争当县域经济发展排头兵、建设强而优中等城市”为目标，大力开展“项目建设落地年”

活动，加快形成“1356”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布局，充分发挥经济建设主战场、产业增长主力军、科技创新排头
兵作用，立足新起点，把握新要求，坚定加快赶超跨越的信心决心，奋力开创赤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优服务 强落实 稳发展
——赤壁“项目建设落地年”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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