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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赤壁，不仅是赤壁大战的发生
地，也是中俄万里茶道的重要源头。10
月13日，2015国际茶业大会媒体见面会
在北京举行，本届茶叶大会将于11月6
日至8日在湖北赤壁举行，用茶叶将万
里茶道沿线国家再度联结，令这条贸易
之路重放光彩。

三国文化与茶马文化在赤壁交相
辉映。1800 多年前这里见证了震古烁
今的赤壁之战，300 多年前赤壁砖茶踏
上了中俄万里茶道。同治光绪年间，
羊楼洞就成为当时国际茶叶贸易名

镇，在不足 1 平方公里的小镇上，常住
人口 4 万多人，茶庄 200 多家，时称“小
汉口”。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里的茶
叶走出云雾笼罩的大山，跨越江河湖
泊、森林草原和冻土，一路走东口到恰
克图，一路走西口到阿拉木图，行程两
万多里，销往中亚和欧洲各地，融入了
万里茶道沿线人们的生活习俗、历史
文化和情感记忆，辉煌了 400 多年，至
今仍然在茶杯中撩拨着人们敏感的神
经。

本届茶业大会以“一带一路互联，万

里茶道共赢”为主题，紧紧围绕“一带一
路”和“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届时，将
举办国际茶业大会开幕式、“万里茶道与
一带一路”国际论坛（长江文化论坛）、国
际茶业高峰论坛、国际茶业大会展览交
易活动暨“第三届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
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特色茶展
暨茶藏品展示活动、茶道寻源活动、2015
年中国技能大赛、湖北省第七届茶产业
职业技能大赛、“羊楼洞·国际茶人之夜”
暨颁奖晚会。

国际茶业大会是经商务部呈报，外

交部审核，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国际茶业
会议，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等业
内五大社团、国际茶叶行业组织和举办
地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知名的茶事活
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已连续举办五
届，目前已成为国际茶叶行业最具影响
力的活动和国际茶人定期相聚的交流
平台。

届时，国内外政要、茶组织官员和茶
界代表约600人出席，国内外400余家茶
企和有机农产品企业参展，250 余家采
购商参加。

荆楚网记者郑青报道：10月 13日，
2015国际茶业大会在京举办发布会，重
点介绍了本届大会的四大新元素。

据悉，国际茶业大会是经商务部呈
报，外交部审核，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国
际茶业会议，由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
会等业内五大社团、国际茶叶行业组织
和举办地政府共同主办的全球知名的
茶事活动。每两年举办一次，已连续举
办 5届，目前已成为国际茶叶行业最具
影响力的活动和国际茶人定期相聚的
交流平台。

本届茶叶大会选择落户赤壁这个
县级市，会有哪些新元素呈现给世人？
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朝曙表示：“前

5届国际茶业大会精彩纷呈，各具特色，
既给我们树立了标杆，也让我们‘压力
山大’。通过前阶段的精心筹备，本届
茶业大会，至少有四个方面的新元素。”

本次茶业大会主题与国家发展战
略高度契合。赤壁市地处武汉城市圈
和长株潭城市群结合部，国家实施的

“三大发展战略”中，有“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与该市密切相
关。因此，大会的主题为“一带一路互
联·万里茶道共赢”，以茶为媒、巧借善
联，与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开展合作，积
极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

三国文化与茶马文化在赤壁交相辉
映。李朝曙表示：“本次茶业大会是国际

茶业大会首次与中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
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会联袂举办，是
国际茶文化与三国赤壁文化、道家文化，
以及青（米）砖茶文化的一次相互交融，
是国际元素与砖茶元素的一次激情碰
撞，必将是一次别具特色的盛会。”

茶叶作为一片神奇的东方树叶，已
和咖啡、可可成为世界上三大饮料之
一。赤壁青（米）砖茶历史悠久、工艺功
效独特。1843年，世界上第一块青砖茶
在赤壁赵李桥羊楼洞古镇问世，成为中
国黑茶之鼻祖。赤壁青（米）砖茶为目
前全世界紧压茶程度最强的黑茶，极耐
贮藏，具有降脂、减肥、护肝、调理肠胃、
抗辐射等保健功能。

8项茶事活动精彩上演。届时，在
湖北赤壁将举办国际茶业大会开幕式、

“万里茶道与一带一路”国际论坛（长江
文化论坛）、国际茶业高峰论坛活动、国
际茶业大会展览交易活动即“第三届中
国有机农产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
交易会”、特色茶展暨茶藏品展示活动、
茶道寻源活动、2015年中国技能大赛·湖
北省第七届茶产业职业技能大赛、“羊楼
洞·国际茶人之夜”暨颁奖晚会。

陆水二桥重建
路面开始刷黑
10月12日，在陆水二桥重建施工现

场，路面施工摊铺机正在分段分层铺设
沥青混凝土路面，压路机来回穿梭及时
碾压成形。

陆水二桥主桥路面在已完成桥系基
础上铺设 10 厘米厚改性沥青混凝土路
面，全长233米，宽幅16米，下一步将进行
人行道、护栏、标志线设置、照明工程等
配套工程施工，预计月底可通车。

通讯员 刘进华 摄

10月份以来，蒲圻二小积极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入开展
“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三爱”教育活动，认真组织，
广泛宣传，通过国旗下讲话、黑板报、LED等宣传形式，积
极营造良好氛围，在全校形成了人人知晓“三爱”，个个参
与“三爱”的局面。 通讯员 毕晓平 摄

2015国际茶业大会

注入四大新元素

学经验 开眼界

赤壁培训基层农技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胡阳报道：“通过培训、参观学习，我

收获很大。我回去后，打算多样化发展绿色经济。”日前，
参加赤壁市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训的车埠镇黄土村
村民曾强耀说。

为切实提高基层农技推广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综合技
能水平，提升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效能，赤壁市农业局围绕
粮油生产新标准、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涉农问题，对全市基
层农技人员开展知识更新培训，让学员受益匪浅。

在为期6天的培训中，学员争先恐后向专家提问，现场
争学好问的场面随处可见。

在前往黄冈市蕲春县实地参观学习再生稻的播种与
种植后，车埠镇肖桥村三组村民肖柏林表示，要把蕲春县
的经验带回赤壁，为赤壁的再生稻生产、发展优质米、发展
绿色农业做出贡献。

国际茶业大会11月6日至8日在赤壁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
报道：10 月 12 日，赤壁市举
行“五务合一”网上党员群
众服务中心 APP 移动客户
端启动仪式，标志赤壁市农
村信息化建设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

建设“五务合一”网上党
员群众服务中心，是赤壁市
利用“互联网”拓展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五务合一”服务功
能的有益探索。该市不断加
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大力
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进一
步完善平台的服务功能，加
大平台的推广使用力度。特
别是在探索建立组织管理、
队伍培训、平台运行、信息更
新维护等方面取得成功经
验。

赤壁市“五务合一”网上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APP移动
客户端的启用，将成为基层
党员群众“用得起、用得上、
用得会、离不开”的综合信息
服务平台，对推动党的建设
和组织工作的信息化、农村
信息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
统筹发展、共同繁荣起到积
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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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近
日，武汉金牌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举办新
三板挂牌暨成立十周年庆典，为赤壁市
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树立了成功典
范。

武汉金牌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坐落于
赤壁市经济开发区陆水工业园，主要生

产各种规格的电力电缆。该公司通过创
新产品，推出核心品牌，在赤壁市乃至咸
宁市引领行业创新科技的发展。生产的
多个品牌连续多年被授予“湖北省著名
商标”和“湖北名牌”产品称号。

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6000多万元。凭借多年来不断推出的高

新产品和企业自身良好的信誉、规范的
管理，公司今年7月23日正式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权转让系统挂牌上市，成为赤壁
市首家挂牌新三板的企业，在经济下行
的态势下，实现了企业资产的迅速扩张，
为赤壁转型升级、绿色崛起集聚更多力
量。

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树立典范

武汉金牌电工挂牌新三板

本报讯 通讯员胡阳报道：10月 12
日，在赤壁市赤马港办事处陆逊湖村的
强光种养专业合作社菜地里，一条条茄
子鲜嫩欲滴，一串串豇豆、一畦畦泥蒿长
势喜人，装满各种无公害新鲜蔬菜的车
辆正赶往各个市场。

赤壁市强光种养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4年，种植面积近2000亩，基地主要种
植有丝瓜、茄子、辣椒、豇豆、泥蒿等绿色

无公害蔬菜。该合作社把“绿色无公
害”、“零污染”作为自身发展的根本。在
蔬菜种植过程中，全部按照无公害绿色
有机生产食品的标准进行种植，从育苗
到生产、销售，严把每一个环节，确保蔬
菜安全生产。

近年来，赤壁市不断加大对菜篮子
工程的投入力度，积极整合项目资金，扶
持蔬菜基地建设，采取“合作社+基地+

农户”的经营模式，把“绿色无公害”、“零
污染”作为蔬菜种植发展的根本。同时，
赤壁市农业局蔬菜办组织专家，定期到
全市各蔬菜基地进行指导，提供技术支
持，提高菜品质量，有效保证了农产品的
生产质量。还根据市场行情，积极引导
广大蔬菜户种植适销对路的“紧俏品
种”，扩大蔬菜的销售渠道，提高农户经
济效益。

“零污染”作为发展根本

赤壁创新模式发展蔬菜产业

保证学有所长 提高安置实效

赤壁免费培训退伍士兵
本报讯 通讯员朱云翔、王万里报道：“团结就是力量

……”在赤壁市机电信息技术学校，今年 21岁的退役通信
兵周小娇在 2015年度秋季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班开班
仪式上，领唱军歌《团结就是力量》。

赤壁市近百名今秋退伍士兵走进课堂，免费参加为期
3个月的计算机、机电技术应用、模具设计与制造、电子技
术应用、学前教育、电子商务等实用技能培训，掌握一技之
长，促进就业。

退役士兵安置工作事关国防和现代化军队建设，事关
社会稳定和赤壁市“双拥”建设工作的大局。赤壁市对退役
士兵安置工作高度重视，充分利用了民政、劳动保障、财政
的资源优势，力争让每位学员“学有所长”、“学有所成”、“学
有所用”，提高安置实效，解除部队的后顾之忧。

赤壁市总工会

走访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 通讯员魏全报道：10日上午，赤壁市总工会党

员干部在“基层工作日”深入车埠镇梅湖村开展调查走访，为
全市开展的“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助困帮扶工作打基础。

赤壁市总工会党员干部通过调查、座谈，对梅湖村特
困户困难原因和现状进行了解和记录，并号召机关党员干
部为钱开忠、杨东波、来大丰等困难家庭送去衣物、食用油
和大米等。

据悉，赤壁市总工会在赤壁市委召开扶贫攻坚工作会
议后，专门成立了帮扶工作专班，并拟定了详细的帮扶工
作计划。

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实验中学

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报道：日前，教育部下发《关于公

布201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名单
的通知》，赤壁市第二实验小学、赤壁市实验中学入选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此次全国共认定并命名 8627所中小学校为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38个县(区)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试点县(区)。

新闻链接

明达机械

质量为本赢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位于陆水湖工业园区的

湖北明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配套设备为主的
民营企业，主要承接各种钢结构、桥梁、起重机、环保设备、
汽车配件的制造及加工，公司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不断
发展壮大，并在业界赢得良好的口碑。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挑战，企业本着“科技先导、质量为
本、诚实守信、持续发展”的质量方针，着力打造一支技术质
量过硬的机加、装配及焊接队伍，在现有的80余名员工中，
专业技术人员占比高达25%以上。

自2011年成立以来，该公司在湘鄂地区累计承接了20
万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建造安装；2012年申报了 2项专利
产品和 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开发的全自动新型多功能
茶叶机械设备产品，销售至周边地区并出口到蒙古国，生产
的各种产品成为华舟重工、宏源电力、中国水电八局等大型
企业的重要配套设施产品。该公司计划今年征地50亩，投
资 5000万元，加大应急装备的制造能力，以及开发汽车配
件生产流水线，预计产值可达到1亿元，税收2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