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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的“助燃剂”
——赤壁市工业技改改出新成效

○ 通讯员 王莹 李行锋

在新形势新常态下，技术改造于一个城市而言，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取向和重

要举措。于企业而言，亦是实现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推进节能减排、促进安全生产的重要途径。眼下，赤壁

市诸多企业技改热情高涨，工业技改工作进入决胜阶段，为全市工业结构优化，产业转型注入了强大动力。

赤壁住建局

人防检查保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乐见、李涛报道：“施工现场未及时清

理易燃物品”、“未设置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警示标志”……
近日，为消除人防工程安全隐患，确保人防工程安全，赤壁
市住建局人防股和人防通讯保障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对
该市已使用及在建人防工程进行大检查，督促使用单位排
查整治安全隐患。

此次检查本着责任落实到人，确保检查到位的原则，分
工明确，覆盖面广。检查组深入到雍景新城、赤壁新时代广
场等23处人防工程现场，细致查看消防设施、消防安全通
道、供电设备系统工作状况；仔细询问消防巡查和登记制度
是否落实到人。检查中，检查组发现多处安全隐患，现场发
出整改通知书11份，并严格督促有关责任单位整改到位，
为该市加固一份安全保障。

赤壁税务局

增值税改革面对面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这次培训收获比较大，不

少疑问都得到了解答。”日前，赤壁市税务局在该局纳税人
学堂举行了深化增值税改革面对面宣传辅导会，华新水泥
（赤壁）有限公司财务人员李先生培训后高兴地说。

为确保减税“一个不落下”，赤壁税务部门对行业企业
进行全面梳理，精准比对纳税人申报数据信息，针对全市可
能“增税”的一般纳税人，有的放矢开展增值税改革面对面
辅导。培训会就增值税税率调整、扩大抵扣范围、加计抵减
政策、留抵退税制度等进行耐心细致的解读，消除政策适用
不当而导致税负增加，并现场解答纳税人提问，为与会人员
送上了一堂实用的税务普及课。

下一步，赤壁市税务局将进一步抓好专项税负调查和
政策辅导工作，通过全面调查了解深化增值税改革后增税
纳税人的税负情况，实现点对点精准“滴灌”，所有政策“应
享尽享”，让纳税人更有获得感。

赤壁市场监督管理局

加强食品安全管控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任娅琳、邓楚方报道：为确保

高温天气期间食品、餐饮行业的卫生安全，8月14日至16
日，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高温季节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会，为餐饮行业卫生安全戴上紧箍咒。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全市食品行业要加强行业自
律，积极对食品安全易发区域、易发环节、易发品种进行全
面排查，将食品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针对夏季饮食
特点，重点把好餐饮服务卫生条件关、从业人员健康关、原
辅料进货关、加工制作和餐饮具清洗消毒关；要针对高温时
节蚊虫滋生、食物容易变质，食品安全风险增高的实际，重
点把好凉菜卤菜制品、冷藏冷冻食品等重点食品的监管，严
防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确保人民饮食安全。

设备更新升级 增强企业内生力

8月20日，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
司不干胶自动化生产线车间内，工作人
员分别守候在各个生产流程控制台，仔
细对自动化设备的运作情况进行检视
和调整，大家各司其职，生产井然有序。

据了解，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
地处赤壁市高新区中伙工业园，占地50
亩，总投资8000万元，是一家生产销售
离型纸、不干胶纸、变性淀粉、缠绕膜等
多元化产品的企业。

“原有生产线已经达到不干胶年产量
8000万平方的最大设计产能，再无多大
发展空间，严重制约了企业发展，摆在我
们面前的，便只有实施技改升级这一条路
了。”赤壁市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石青松回想当初的决定不禁感慨道。

自2016年以来，该公司不断加大技
改升级资金投入，新增涂布生产线1条、
高速热熔胶复合生产线1条及各类配套
设备设施、新建厂房1栋，投入技改升级

资金900余万元。
技改升级后，该公司生产线自动化

程度大幅提高、运行速度加快，已属于
行业最先进设备，各类新产品层出不
穷，产能持续在全省行业内名列前茅，
实现了年销售收入1.3亿元，创税收500
万元，于2018年成功申请“湖北名牌”。

在市场倒逼机制下，该市诸多工业
企业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要想“更上一
层楼”，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通过技术改

造，实现转型升级。据赤壁市科经局统
计，2018年，该市共51家企业已完成技
改工作，其中40个投资千万元以上项目
成功入选全省技改项目计划导向库。
全年共推荐7家企业申报全省隐形冠军
企业，其中人福药辅、神龙保温、祥源特
种布3家企业成功获得全省第二批隐形
冠军科技小巨人企业称号，获技改奖补
资金各20万元，霍尔科技等4家企业被
列入全省隐形冠军培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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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银轮
生产忙

8月22日，赤壁银轮工业换热器有
限公司员工正在对生产出的产品进行
打包，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赤壁银轮工业换热器有限公司总
投资1.6亿元，主要生产各类冷却器、油
水换热器及工业用散热器等各式换热
器等产品。今年以来，该公司先后投入
280 万元作为技术改造的专项资金，用
于购买人工智能化设备，提高制造工艺
水平。预计今年生产能力可达 100 万
台，年销售收入1亿元，较去年翻番。

通讯员 王莹 李行锋 摄

风景独好张司边
○ 通讯员 张升明 王文海 但汉骞

“我们有信心，来张司边的游客会越来越多。”8月19日，在
送走一批来自江西的游客后，该村支书刘弄璋充满信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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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风景优
美的林区村。作为湖北省美丽宜居示范乡村，张司边村依
托古朴的村落、良好的生态，吸引了全国各地喜欢乡村风光
的游客。特别是在导演张艺谋来到该村取景拍摄电影《影》
之后，该村的美丽风光更是广为传播。

而该村更是抓住机遇，勇敢作为。“我们先后申报了张
艺谋电影拍摄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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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邀请武汉科技
大学做了乡村规划，该规划的完成将对张司边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刘弄璋介绍说。同时，
他们也大力对外招商，吸引在外的成功人士回家创业。不久
前，返乡创业的刘阳春的100亩蓝莓采摘果园、血桃采摘果
园、佘群东石龙湾养生山庄、劲松合作社的四季果园的开园
开业，商家游客纷沓而至，让张司边看到旅游效益的凸显。

如今，在村中心地段建设面积500平方米的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大楼和文化广场已竣工并投入使用、12公里的村
级道路全部硬化，生态观光规模农业、渔业特色养殖获得的
人均纯收入达7500元。中国第五批传统村落、湖北省绿色
生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也落户该村，而该村丰厚的文化底
蕴，优美的自然风光也饱受艺术家青睐，湖北省文联及多个
艺术团体、单位挂牌，将该村做为创作基地。

“现在我们最不愁的就是订单，只
要能按时把老客户的订单保质保量赶
出来，就心满意足了。”湖北莼川电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义贤笑着
说。

湖北莼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赤壁高新区陆水工业园区，研发生
产的智能电子寄存柜、自动控制系统等
产品广泛用于超市、图书馆、展馆、机
场、大学等地。

据悉，该公司在转型之前主要生产
各类起重机械，由于工程机械市场疲

软，供需结构失衡，资金回笼困难等一
系列现实因素，公司顺应时势，毅然选
择技术改造，转型升级。

通过深入调研，摸清市场脉络，该
公司抓住了“智能寄存柜项目”这一新
兴产业商机。自此，公司投入500万元，
用于技术改造及产品研发；投入2000万
元，新增板金生产线1条，电泳喷涂生产
线1条，新建电泳喷涂车间一栋。目前
该公司产能已达年生产各类智能电子
寄存柜2万台，公司产品热销全国，供不
应求，预计今年全年销售收入8000万

元，创税收580万元。
工业企业强筋健骨、重塑竞争新优

势，离不开技改升级。据了解，我省于
2017开始实施“万企万亿技改工程”，力
争用3年时间，推动全省先进制造业和
优势传统产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
赤壁市将工业技改工作列为重点核心
工作之一，在全市范围推动“百企百亿
技改工程”，出台了《赤壁市工业企业技
术改造资金管理实施办法》，从地方财
政预算列出2500万元专项奖补资金，进
一步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开展技术更

新改造。
2019年全年计划完成技改投资项

目65个，截止上半年，已开工技改项目
48个，计划总投资117.9亿元，其中已投
产技改项目34个，累计完成投资91.1亿
元。该市工业技改符合“稳中求进”总
基调，技改投资总额、技改项目个数和
技改投资增速都位于咸宁市前列，传统
产业争相转型，新兴产业不断升级，工
业技改发展方向明确，智能制造水平不
断提高，工业技改已然成为赤壁市产业
发展的“助燃剂”。

百企百亿技改 改出一片新天地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邱民报道：
“摩托车带人速度不能太快”“农用车车尾
箱不能坐人”“暑假期间路上车多人多，车
子要开慢点。”连日来，赤壁市交通运输
局、应急管理局联合，组成两个农村公路
安全检查组，在赤壁市农村各路段，及时
排查隐患，合理加增警示标志，为群众提
供更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条件。

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建设加快发展，
赤壁市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2419.54公里，
但部分农村公路路段由于建设标准低，导
致1352公里农村公路仍然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该市积极实施农村公路生命安
全防护工程，对全市农村公路路基进行加
宽。同时，委托设计单位，组织专业人员，
对通客车线路、重点急弯陡坡、临水临崖
路段进行重新调查和设计，形成施工数据
库，按计划进行改造。

2019年，该市已累计完成投资378
万元，完成农村安防工程建设近50公里，
完成波形护栏20972米，设置减速板198
米、标志牌46套、警示墩47个；开展了对
嘉泉线、西杨线、中神线等32条线路农村
公路安全生命线的防护施工。

赤壁编织农村交通安全网
本报讯 通讯员熊巧丽报道：近日，

赤壁市水利和湖泊局、河长办、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赤壁镇等部门和乡镇联合，对
长江（赤壁段）沿线管理范围内的违建房
屋进行集中拆除。

去年8月，省河湖长制办公室暗访组
对长江咸宁段各县（市）、区落实河湖长制
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赤壁市赤壁镇东
风村部分农户居住在长江干堤护堤地范
围内，导致约4.8公里管理范围没有确权
划界。接到文件通知后，赤壁市高度重
视，通过实地勘察，发现侵占压脚台30米

红线范围内的违建房屋范围涉及到赤壁
镇东风村、石头口村、九毫堤村、太平口村
4个村335户，共计面积68151平方米。

截至目前，赤壁市已投入资金9千万
元，拆违工作进展顺利。签订拆除协议
100户，共计21000平方米；拆除违建房
屋61户，共计12000平方米。土方施工已
完成10万多方，并计划于10月下旬全部完
成平台修复和堤坡复绿工作。目前拆违行
动完成后，可恢复长江岸线15万平方米，
岸线植被复绿近50公顷，为长江大保护和
长江岸线生态修复贡献赤壁力量。

赤壁推进长江岸线生态修复

城发集团与武农商合作

签订20亿元融资协议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鲁若诗报道：8月16日，赤壁城

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武农商咸宁支行顺利签署20亿元
融资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本着“平等互利、战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
展”的原则，利用各自在品牌、网络、技术、资金、资源等方面
的优势为对方业务发展提供支持，全力助推赤壁市重大项
目建设，具体合作项目涉及商业、工业、旅游等多个领域。

此次战略合作，是在原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开展的深层
次全方位合作，是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企
业与资本市场有效结合的具体措施，将进一步为市城发集
团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强大金融支
撑，有利于促进双方共同发展和长远合作，携手助力赤壁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周刚、徐晓平报
道：“借助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我们最
快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把问题解决好！”
近日，赤壁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正式启
动“群众点单、中心派单、单位或志愿者
接单、社区信息员跟单”的城市管理工
作流程。

今年来，赤壁市充分发挥数字化城
市管理系统平台的作用，建立“街道吹
哨，部门报到”的新模式，推进城市基层
党建与数字化城市管理融合发展。

该中心在1个市辖区、3个街道办事
处、23 个社区居委会（1860 个单元网
格），对信息进行梳理、审核，根据事项性

质和特点，及时向相关部门、社区志愿服
务大队、其他社会组织分派工作任务，确
保街巷突出问题、市民合理诉求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提升群众服务、治安
和卫生满意度。

同时，充分利用电视台、云上赤壁等
新闻媒体，宣传正面典型、曝光反面事

例，调动全体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
性，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据悉，今年以来，数字城管系统平台
共受理上报各类城市管理问题15733件，
共向全市各责任单位立案派遣案件
15303 件，处置结案 12569 件，处置率
82.13%，按时处置结案6119件。

赤壁市党建引领城市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