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3名新党员
庄严宣誓

6月26日，赤壁市73名来自市直机
关各级党组织的预备党员，在该市烈士
陵园举行入党宣誓仪式。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后，全
体人员向庄严肃穆的纪念碑敬献花圈，
表达对先烈的缅怀之情。在宣读新接
收的预备党员名单后，全体预备党员列
队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手向党旗
庄严宣誓。

通讯员 肖梦妮 聂爱阳 李世贵 摄

赤壁市夏龙铺社区地处生态新城
建设中心，下辖8个村民小组。社区党
总支自成立起，立足本职工作，积极探
索新机制，搭建新平台，紧紧围绕建好
一个支部、当好一名党员的中心目标，
带领社区居民朝着幸福之路坚定前行。

因生态新城建设中涉及拆迁征用，
成为社区日常较为突出的矛盾。为尽
快消除社区居民心中的疑虑，解决矛盾

纠纷，社区“两委”班子积极引导，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党员干部也带头响应
全市发展规划，矛盾问题逐渐减少并得
到居民的理解和支持。

如今，新建成的还建小区已有居民
在陆续装修入住，宜居幸福的新社区已
然呈现。社区原主任汪青山外出务工
多年，去年返乡看到如今的变化，也感
叹政策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社区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但
仍然还有一部分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问题时刻挂在社区党支部一批人的心
上。在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中，夏
龙铺社区广开渠道，以社区志愿服务为
工作重点，发动社区党员群众以微信群
的形式开展“日善一元捐”活动，针对贫
困家庭的实际情况，予以救助，让善款
从社区中来，用到社区中去。在社区党

总支书记舒幺林的带动下，社区党员群
众互相帮扶、互相关心，社区管理也变
得更加和谐。

如今，一站式服务大厅、便民书吧、
电子阅览区、青少年之家、排练厅、妇女
之家、文娱活动室、党员活动室、社区小
剧场等，全方位为群众服务。社区居民
不但生活条件一天天改善，精神文化生
活也显著提高。

夏龙铺社区党支部

头雁引领 社区和谐 百姓康宁
通讯员 李杰 肖天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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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城发集团

借鉴学习先进经验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熊振兴报道：近日，赤壁市城市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率队赴潜江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学习考察，参观当地乡村振兴项目，学习先进工作经验，
推动赤壁市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

此次考察，深入学习了潜江城投在乡村振兴规划编制
（市、镇两级）、乡村振兴建设及产业培育模式、乡村振兴项
目银行融资等经验和举措，并实地考察潜江“虾稻”大数据
中心等乡村振兴建设项目。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学习考察，进一步解放了思
想、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增强了信心，尤其在乡村振兴
项目规划、编制、入库、实施及融资等方面有了新的认识。
下一步，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开展专题研讨会，把学习到
的好经验好做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推动赤壁市乡村振兴
工作取得新进展。

赤壁住建局

“三色”课堂有声有色
本报讯 通讯员余庆、李慧榕报道：“中国共产党人的

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6月23日，在赤壁市住建局机关党员学习会上，与会党员开
展学习互动，这是住建局开展“三色”课堂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赤壁市住建局
通过开展以“红色党性教育、金色榜样教育、蓝色警示教育”
为主要内容的“三色教育”活动，在丰富“三会一课”内容和
形式上下足功夫。

“红色追忆课堂”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围绕“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主题，组织党员通过看红色影片，游红
色赤壁党性教育基地，过“红色政治生日”等多种形式，激励
党员责任感和使命感。“金色党性课堂”通过以“固定”课堂
式大集中+“流动”分队互动+分散“理论宣讲”主题辅导+

“读书演讲”等灵活多样的宣讲形式宣传典型，全面推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在基层一线遍地开
花。“蓝色防护课堂”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知识
讲座，组织党员观看警视片，参加警示教育基地，教育引导
党员牢记前车之鉴，常敲拒腐防变的警钟，筑牢思想防线。

赤壁城管执法局

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连日来，赤壁市城管执法

局组织园林绿化工人，开展城区绿化带大清理大净化整治
行动，巩固创园、创卫成果，维护良好市容环境。

整治现场，园林工人们使用专用鼓风机，将绿化带里部
分枯枝烂叶清理出来，有的利用铁铲、锄头清出杂草和垃
圾，有的用扫把将清理出来的垃圾装袋上车，大家相互配合
将绿化带中的垃圾清理干净。

城区绿化带有着美化城市、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作用，
但长年累月绿化带中存在大量枯枝烂叶和市民随手丢弃的
烟头、纸盒、塑料瓶等生活垃圾，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给园
林和环卫工人带来巨大工作量。

今后，市城管执法局将继续加强绿化带垃圾清理力度，
还市民一个清新美丽环境。同时呼吁广大市民不要随手丢
弃垃圾，齐心协力建设好、维护好共同的美好家园。

种好梧桐引凤凰
元至5月，赤壁协议引资78亿元，签约项目49个

通讯员 张升明

赤壁公路建设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邱民报道：近日，改建后的西杨

线、嘉泉线县乡道公路焕然一新，宽敞的道路上车辆往来如
梭，司机朋友无不赞声连连。

西杨线是从杨家岭至西凉咀，嘉泉线是从泉口到嘉鱼，
两条线路均建于2002年。由于修建年代较长、重车碾压等
原因，导致道路破损，给交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2018年8
月，赤壁市对两条线路进行整改，历时10 月完工。

近年来，赤壁市秉承“修一条路，造一片景，富一方百
姓”的思路，积极推进农村公路建设。截止目前全市农村公
路总里程达2200多公里。仅2018年，该市完成农村公路
生命安全防护工程822.9公里、完成“美丽农村路”创建里
程37.845公里、完成农村公路提档升级工程路基与路面工
程62.214公里，行政村通水泥路达100%。推进分级分段
承包和“三定一保”公路养护模式，等级公路养护覆盖率、经
常性养护率达到100%，全市县乡道优良率达到96%。建
立农村客运班线安全通行条件联合审核机制，进一步优化
农村客运服务水平，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带动了当地
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赤壁市招商引资工作取得
骄人成绩。元至5月份，签约项目49个，
协议引资78.76亿元。亿元以上签约项
目14个，其中亿元以上工业项目8个，协
议引资34.55亿元；亿元以上非工业项目
6个，协议引资32.15亿元。在签约的49
个项目中，注册项目33个、开工项目25
个、投产项目5个。

创新模式全面突破

2月2日晚，赤壁市举行赤壁籍企业
家回乡迎春联谊会暨招商推介会。全国
各地赤壁商会代表、返乡企业家、在赤企
业家代表等与该市领导欢聚一堂，畅叙乡
情，共话发展。这是赤壁敲响的招商引资
的新年第一槌。

今年来，该市确立工业、农业齐头并
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招商策略，取得全
方位招商突破。电子信息领域，高瞻电子
一期、湛蓝科技等相继建成投产；启航电

子科技集成电路及软件开发项目落户赤
壁。新能源领域，循环经济产业园引进的
雄韬电池绿色回收再利用项目、勇仲动力
再生资源环保利用项目等相继开工。装
备制造领域，年产150万套汽车零部件项
目签约开工，华舟重工二期即将投产，全
面带动传统机械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

同时，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及现代服务
业发展上，一大批生物科技项目、畜禽养
殖及粮食、果蔬、楠竹等农产品深加工项
目，如艾氏果木、爱格丽生物科技、景鸿牧
业、曙光农产品加工、源盛农产品加工、陆
水湖桑养基地、飞腾竹业、竹源实业等一
批农业项目相继落户赤壁或开工建设。
而现代服务业也取得长足进步，赤壁茶文
化街项目、红旗桥田园综合体项目、沧湖
民俗休闲体验区项目等旅游项目相继开
工；小罗湖田园综合体投入运营；引进励
盛金融服务新经济项目、能源资源销售服
务等一批新经济新业态项目。

供需为本调整结构

4月2日，骧腾科技（赤壁）有限公司
落户赤壁中伙光谷产业园，一举盘活新空
间闲置厂房2万平方米。这是赤壁市按
照1356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布局总体

工作思路，整合、调动各种招商引资的资
源和力量，通过盘活存量抓招商所取得的
巨大进步。

2019年，该市通过招商引资盘活闲
置厂房近30万平方米，盘活企业10多
家。除引进骧腾科技（赤壁）有限公司项
目外，该市还引进高分子防水材料生产基
地项目、卫生用品生产项目、年产150万
套汽车零部件项目、华青包装材料生产项
目、标准化废钢加工项目、集成电路和软
件开发项目、PET瓶片加工生产项目、石
墨烯材料生产项目、手机3D盖板玻璃生
产项目、精密模具制造项目等一批工业制
造业项目盘活了中伙光谷产业园、赤马港
工业园、陆水工业园等园区闲置厂房近8
万平米。

同时，围绕现有产业链资源，引进大
项目和有助于形成产业聚集、产业升级、
形成新经济增长极的项目，壮大产业集群
也成绩斐然。如以维达力项目为依托，围
绕电子信息产业链条开展招商，引进赤壁
市万欣科技、赤壁市启航电子科技、深圳
市晨晟科技等一批电子产品配套制造项
目；围绕纺织服装领域，引进了东一服装
智能制造项目，进一步提升纺织服装产业
自动化生产水平，给赤壁经济发展注入新

鲜活力。

持续优化发展环境

近日，赤壁高新区组织企业联络员为
“一区三园”内170多家企业开展挂点包
保服务，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
目服务精准化、常态化、高效化。

为提高招商工作效能，赤壁市以深化
招商引资改革创新为主线，不断健全完善
政策体系，优化招商环境，打造一流的投
资环境，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投资
氛围，切实保障投资企业引得进、留得住、
发展好。

在赤壁高新区企业服务大厅，开设的
企业行政审批绿色通道，项目建设审批程
序、手续办理流程，均实行面对面零距离一
站式服务，杜绝在服务项目、服务企业、服
务招商中的慢作为、懒作为、不作为现象。

同时，赤壁市招商安商工作委员会针
对重点招商项目建设各项事宜实行“包保
机制”，成立“一对一”服务工作专班，一个
项目确定一名联系领导、一家责任单位，
全程服务项目建设。对企业落户给赤壁
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切实打通奖励
通道，确保在符合政策兑现条件下严格按
照协议约定时间和力度落实优惠政策。

赤壁税务局

税法宣传走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税收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什么意思呢？”……6月24
日下午，国家税务总局赤壁市税务局蓝色训练营青年干部
来到赤壁市第五中学，开展“蓝营牵手小税苗 税法助燃少
年梦”主题税法宣传活动，为学子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税收
知识课。

小课堂上，税务干部从“税”字入手，用说文解字的方
法，给大家讲解了税收的含义及税收对于祖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意义等内容，让孩子们对税收“取之于民 用之于
民”有了进一步的认知。授课结束，税务干部现场组织开展
了税收知识有奖问答，孩子们踊跃发言、争先答题，现场气
氛活跃。知识问答结束后，税务人员和学校领导共同为孩
子们颁发了“小小税收宣传员”聘书和绶带，鼓励孩子们不
仅要学税法、知税法，还要借助“税法小小宣传员”这一载
体，用实际行动积极宣传税法知识，让“依法纳税，从我做
起”的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扶贫政策措施是否落实？扶贫责任
是否落实？脱贫目标是否实现？扶贫工作
是否务实？脱贫过程是否扎实？脱贫结果
是否真实？各级帮扶单位帮扶成效如何?”
6月以来，中伙铺镇组织镇人大代表以代表
小组和小分队的形式，围绕“两不愁三保
障”，通过座谈、走访、看现场、随机抽查、暗
访等多种形式开展视察调研，深入走访、遍
访全镇贫困户，听取贫困户意见建议，广泛
了解社情民意，切实掌握基层实情，脱贫攻

坚工作有效开展。
目前，该镇各级人大代表共78人分六

个代表小组走访了全镇14个村（社区）684
户贫困户，搜集不同类型意见建议10余
条，切实掌握“一手信息”，把握“一手数
据”。

下一步，该镇将加大意见建议跟踪力
度，促进扶贫政策落实和巡察整改问题落
地，确保办理质量，确保活动不折不扣落实
落地，确保脱贫攻坚出实效。

凝心聚力助脱贫
通讯员 刘亚琴 任玉香

6月24日，车埠镇启动乡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按照“清、拆、改、种、
建”五治要求，联合市城管、公安、电
力等部门人员组成联合执法组，对镇
区范围内街道所有占道经营、车辆乱
停乱靠、乱搭乱建等行为进行为期15
天的专项整治。

当天上午9时许，联合执法组利
用氧割器具、绳索等工具对镇区主道
路两侧影响镇容镇貌的各类违章棚

亭进行了拆除。两天的集中统一行
动，共计拆除违章占道棚亭 396 处
9702平方米，有力改善了镇区整体形
象。

下阶段，车埠镇将持续加强对
违法建筑的巡查和拆除力度，坚决
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后续，该
镇还将启动镇区立面改造工程，不
断提升环境面貌，努力建设宜居美
丽乡村。

环境整治升颜值
通讯员 李瑞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