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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防汛环保两不误

打造最美长江岸线
赤壁，自古就是军事战
略要冲，素有地方拥军优属、
军队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
连续四届荣获全国“双拥模
范城”称号，正在争创的第五
届
“双拥模范城”已经通过省
双拥领导小组检查并公示。
荣誉的背后，是赤壁党、政、
军、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齐发力”携手并肩，共同
奋斗，实现目标的过程；是赤
壁市委、市政府不断健全双
拥工作组织体系，拥军优属，
军地共建，鱼水情深的真实
写照；是驻赤部队把
“服务人
民”作为矢志不渝的宗旨，拥
政爱民，军民团结，坚如磐石
的担当回应。
武警赤壁中队进行实战化军事训练

军民融合铸丰碑
—— 赤壁市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掠影
文/图 通讯员

王莹

政保障力度，2016 至 2019 年地方财政对双拥
工作的资金投入每年递增 10%以上；落实后勤
保障，着眼于解决军人“三后”
（后路、后院、后
代）问题，当前，该市退役安置满意率、现役军
人子女入学入托官兵满意率、退役士兵技能培
训知晓率、有就业意愿的退役士兵参训率均达
100%；该市还严格按照政策标准，对抚恤定补
实行应补尽补、社会化发放。近五年来，累计
为 2267 名优抚对象发放抚恤补助金 5992.5 万
元，为 1509 户义务兵家庭发放优待金 2975.4
万元，同比增长 20%。发放现役军人立功受奖
奖励金 332 人次共 19.75 万元。城镇和农村义
务兵家属优待标准提高到 15696 元和 17071
元。共接收退役士兵 778 人，已为 638 名退役
士兵发放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 718.155 万
元。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周珏报道：7 月 28 日上午，赤壁夏
雨初晴，碧空如洗。在赤马港街道办事处塞纳河畔小区，党支部
和业主委员会全体成员、物业公司负责人以及部分居民代表欢
聚一堂，
隆重举行小区业主委员会揭牌仪式。
塞纳河畔是赤壁一个规模较大的商住小区，入住居民 7000
余人，业主委员会的筹建工作早在 2019 年就已启动，但面临程
序要求专业性强、开发商和物业公司有顾虑、候选人把关难等诸
多问题，
组建工作久拖未决、难以为继。
为有效破解小区业委会“组建难”问题，确保业主委员会选
得出、立得住、走得远，赤壁市制定出台《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工作指导细则》，坚持先建小区党支部，再建业主委员会，小区党
支部提前介入，严把人选关、程序关。坚持小区党支部与业主委
员会交叉任职，提倡支部书记兼任业主委员会主任。坚持小区
“圆桌会”制度，定期召开由小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
居民代表等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协商解决
困难问题，形成工作合力，较好实现了互促共赢。

教育工作再结硕果

90 岁退役军人周本繁向父亲的烈士证明书敬礼

治理等任务，做好爱民助民事实，彰显“武警服
务队”奉献本色，以实际行动支援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
据了解，近五年来，驻赤部队官兵利用学
习训练之余深入到福利院、敬老院、社区开展
“献爱心”等活动，看望慰问孤残儿童及孤寡老
人 20 余 次 ，爱 心 捐 款 20 余 万 元 ，物 资 10 余
吨。筹资近 50 万元，结对资助 200 余名贫困学
生。驻赤部队官兵还积极组织抢险救灾。面
对近五年来出现的冰雪灾害、森林火灾、洪涝
灾害、特大旱灾，驻赤部队相继组织 8000 多人
次，协助地方转移群众 3 万余人次，修复水渠和
防洪堤坝 3000 多米，整治抢修塌方、泥泞路段
20 多处。

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方便老百
姓节假日去参观游玩，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不断增强赤壁军民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
力。驻赤部队利用民兵整组、重大节日、征兵
宣传等时机，采取集中授课、军事训练、知识竞
赛等方式，为地方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员工、
广大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高中学生授课辅导，增
强了赤壁市民的国防观念和官兵保家卫国的
使命意识。
赤壁驻地官兵、预备役民兵及广大退役军
人，疫情防控闻令而动、抗洪抢险舍生忘死、服
务人民忠诚不变、维护稳定坚定不移，
他们的无
私付出，
让全市上下激荡起双拥潮，
并发自内心
地向他们致敬。步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总书记
强军思想的指引下，赤壁市委、市政府和 53 万
赤壁人民将续写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新故
事、新篇章。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刘騉报道：7 月 24 日，笔者从赤壁
一中获悉，该校在 2019 年高考成绩实现重大突破的基础上，再
上新台阶，再创新辉煌。全校文理科 600 分以上人数 134 人，比
去年增长 131%，净增 76 人，首次突破百人大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来，赤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
育工作，确立把赤壁一中打造成为
“区域性名校”的目标导向，持
续加大对学校经费、人力、设施、项目等方面保障力度。通过持
续不断的努力，实现了高考成绩止跌反弹的目标。赤壁市大力
实施科教兴市战略，加大改革创新，一手抓办学条件改善扩容提
质，一手抓师资力量提升，打造人民满意教育。2019 年，赤壁市
仅投入普通高中建设工程省级资金就达到了 567 万元；该市教
师共参加 288 个国培省培计划项目；建立赤壁市名校长工作室
平台，通过培训、挂职、交流等形式，加快提升校长队伍的整体素
质；该市教师在各级各类教学竞赛中获国家级奖项 21 个，省级
奖项 63 个。

赤壁加速棚改实施

激发城市发展新动能
赤壁北站设立军人优先通道

全民：双拥观念融入人心
“党政居民齐努力，共建双拥模范城”
、
“加
强军民团结，共建和谐社会”
……
7 月 28 日，走在赤壁市城区主干道，街边
的 LED 大屏、路灯灯箱、隔离护栏标牌、8 条公
交线路 200 辆公交车身，一幅幅双拥宣传公益
广告和宣传标语格外引人注目。车站、码头、旅
游景点，
“军人优先”
的标志牌随处可见，
无不体
现出该市尊崇军人、优待军人的浓厚氛围。
为了让双拥工作更加深入人心，赤壁市大
力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利用电视、
报纸、网站、
“ 村村响”广播等媒体开辟退役军
人宣传专栏，以及编发拥军短信等形式，开展
全方位、立体式宣传，在省级以上新闻媒体刊
发双拥动态信息 80 余篇，电视、网络新闻近
300 条，赤壁双拥办编发《双拥专栏》20 多期。
同时，该市还开辟“1+8”红色文化旅游圈，设置
4 条红色旅游专线，建立 9 个具有赤壁特色的

业委会
“组建难”
问题

赤壁一中高考创佳绩

部队：拥政爱民鱼水情深
“卧倒”、
“ 匍匐前进”、
“ 飞跃矮墙”……伴
随着一声声号令，战士们一气呵成，熟练完成
整套高难度动作。这是武警赤壁中队练场上
日常的一幕。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只有平时
从难从严抓训练，才能保证关键时刻冲得上
去。”中队指导员李立说，为了当好赤壁市维稳
创安之盾，该中队多次组织开展尖子比武、岗
位大练兵等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升武警赤
壁中队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能力。
近年来，武警赤壁中队深入践行人民军队
为人民宗旨，把拥政爱民、推动驻地发展当作
己任，积极响应赤壁市委、市政府号召，投身抢
险救灾、处突反恐、执勤战备、脱贫攻坚、环境

赤壁着力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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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拥军优属安置妥当
7 月 27 日，赤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
治工作和权益维护办公室负责人肖忠红，来到
90 岁高龄的退役军人周本繁家里，收集其父亲
周呈才烈士英勇事迹材料，拟近期在赤壁市烈
士陵园进行展出。
“父亲牺牲在革命战争中，是我心中的英
雄。我 1951 年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火箭
炮部队当通讯兵，
‘F001’这是我用过的通信代
号，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不敢忘。”周本繁老
人笑容灿烂，精神矍铄，讲述着他父亲的英勇
事迹，
回忆着自己在战场上的峥嵘岁月。
盛世今朝不忘先烈，赤壁市在给英烈更多
尊严和崇敬的同时，也给现役军人、退役军人
和重点优抚对象更多的礼遇和抚恤。
近年来，该市着力抓好双拥各项政策落
实，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切实加强双拥工作财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报道：连日来，长江赤壁干堤上的巡堤
队员手拿清漂工具，每天清理江堤边的垃圾。在做好防汛工作
的同时，
也在保护着长江的生态环境。
7 月 24 日，长江赤壁干堤 13 号哨所的队员们和当地村民正
在对沿岸的淤泥、树枝落叶、垃圾杂物等进行清理，装上收集车，
运往垃圾处理点。
长江赤壁干堤 13 号哨所负责人聂和平介绍，由于长江的水
位继续上涨，江边沿线的垃圾和漂浮物也就开始不断增多，严重
影响了环境卫生和长江岸线面貌。所以，他们哨所在防汛的同
时全面落实河湖库长制的工作要求，清理岸边的垃圾和漂浮物。
当前，长江赤壁干堤沿岸垃圾清理已成为常态，各哨所突
击队员们在巡堤查险的过程中，严格检查堤坝是否出现散浸、
管涌等情况，还要清理堤坝上的垃圾和岸边的漂浮物，全力疏
通河道。既便于查险、提升防汛处险能力，又打造和维护长江
最美岸线。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但燕、余万庆报道：7 月 30 日，笔者从
赤壁城发集团获悉，赤壁市棚户区改造已筹措建设资金 39.46
亿元，
为该市棚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棚户区改造是该市改善城乡环境的亮点工程，是提升人民
生活的民生工程。赤壁城发集团作为赤壁市棚改项目融资主
体，主动与相关政策性银行对接，争取棚改项目专项贷款 29.97
亿元，赤壁城发集团再多方筹措配套资金 9.49 亿元，现合计
39.46 亿元的棚户区改造资金，将用于赤壁市陆水、中伙、碳素、
北街二期片区棚改项目，砂子岭（城中村）片区棚改项目，斋公岭
（城中村）片区棚改项目，中伙（城中村）片区棚改项目，营里片区
棚改项目，砂子岭片区（一期）棚改项目，陶瓷厂、铁山片区棚改
项目，
木田畈、夏龙居片区 8 个重点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下一步，赤壁城发集团将通过棚改，推进国有资产划转做
实，集中整合棚改腾出地块，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将棚改拆
迁范围内腾出地块进行收储、摘牌，使土地运作与项目运作相结
合，实现土地的变现与增值，确保土地效益最大化，奋力把棚改
腾出的宝贵土地资源转换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赤壁城区主干道设置双拥公益广告

赤壁城市公交张贴双拥宣传标语

7 月 25 日，赤壁长江大桥主桥区和项目部驻地，钢筋加工
厂、混凝土拌合站及临时设施等部分依然浸泡在江水中。
眼下，正值长江防汛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中铁大桥局五
公司赤壁长江大桥项目部克服汛情影响，抢抓工期，争取把汛情
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通讯员 冷朝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