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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本报讯 通讯员飞扬报道：日前，赤
壁市制定出台的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以“城市即景区”
的大规划理念，打造“传承历史文化、包
蕴乡村风情、突出休闲度假”的旅游产业

特色，全面构建“一心、二极、三景、四区”
的旅游产业空间布局，着力提升赤壁旅
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

为早日形成全域一体化旅游格局，
该市将从四个方面着力，即：升级散点开
发，打造一个城市核心；击破单点固象，
凸显两极龙头引领；特色集聚示范，推出
三大乡村美景；完善交通环线，形成四块
休闲片区。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该市一方面将
以“城市绿肺”陆水湖为核心，以中心城

区为目标导向，通过环湖绿道、城市道路
串联带动城市综合服务、葛仙山、雪峰
山、玄素洞、蒲纺等综合资源，同步发展
建设一个群式城市休闲中心（国家公
园）；一方面将打破三国赤壁“单点开花”
的旅游格局和固有印象，升级“三国赤壁
故地”与“万里茶道源头”两大产品，形成
两大龙头产品，打造两大旅游产业增长
极。

与此同时，该市将以“美丽乡村”建
设为支撑，以特色乡村联动、民俗民宿体

验、产业融合环绕为模式，以柳山湖镇、
沧湖+黄盖湖、余家桥乡为试点打造三大
乡村美景集聚示范区。并根据资源分布
的特点，完善旅游交通环线，逐步构建四
个特色休闲主题片区，包括以“一心”板
块为核心的“一湖两山生态休闲区”，以

“两极”板块为核心的“三国文化研学休
闲区”、“汤茶养生休闲区”，以“三景”板
块为核心的“乡村度假休闲体验区”，努
力通过四大片区串连起全域旅游产品，
实现全域旅游体验。

感受历史文化 享受休闲时光

赤壁构建全域一体化特色旅游

“为确保预报准确，及时掌握各乡镇
雨情，必须提前对所有自动站进行雨量校
准，做到有备而战。”入汛以来，赤壁市气
象台的“女汉子们”持续奋斗在汛期的“考
场“上，与暴雨赛跑，研判雨情汛情、开展
区域站雨量校准，为市民提供了准确的雨
情预报。

赤壁市气象台的“女汉子”们其实只

有3人。从6月初开始她们就开始忙碌
起来：一人负责台内值守，两人分头开展
区域站点巡检，仅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完
成了26个区域自动站的雨量校准和电池
更换工作。

目前，26个区域站没有出现一次雨
量不准、雨量筒堵塞和电池无电等故障，
为该市的防汛救灾提供了准确的气象服

务。
“昨天夜里的雨情预警都及时发布出

去了吧？”7月4日上午，赤壁市气象局副
局长、气象台测报员杜艳在渍水淹没了
小区和街道的情况下，花了将近两个小
时，在洪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蹚到了单
位。顾不上换下被雨水淋湿的衣裙，就开
始查看昨夜的雨情记录。

该市气象台的“女汉子”们就是这样，
既是保障员，又是测报员、预报员、通讯
员，在多种角色的演变中，及时做好服务
工作，准确预报雨情，及时发布强降水预
警，为各乡镇各单位在第一时间提前做好
防灾准备奠定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统计显示，防汛期间，该市根据雨情
预报成功转移安置群众2.6万人。

与暴雨赛跑的“女汉子”
特约记者 彭志刚

赤壁950个基层党支部

深化“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8月1日，赤壁市950个基

层党支部同步组织开展2016年第8期“主题党日+”活动。
第8期“主题党日+”恰逢“八一”建军节，各党支部在完

成“六事联动”规定动作的基础上，不仅认真组织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还结合学习传达咸宁市
委四届七次全会和赤壁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的重要精神，集
中学习了徐建军、祝克中等先进典型事迹，通过领导带学、
专家讲学、集体研学等方式，教育党员干部不忘初心，敢于
担当，主动作为，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抗洪救灾、精准
扶贫和当前的各项中心工作上来，凝聚起推动赤壁绿色发
展的强大动力。

活动中，各党支部还组织党员参加义务献血、开展拥
军优属活动等，并通过集中观看颂扬清廉家风的动漫片
《水滴石穿》，进一步传承良好家风，传递关怀温暖，凝聚
社会正能量。

赤壁游泳协会成立救援队

为市民游泳保驾护航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李瑞丰、王万里报道：近日，赤

壁市游泳协会组织成立水上义务救援队，深入陆水湖湖
区开展涉水救援工作，为市民群众游泳保驾护航。

针对近期高温酷热天气，不少市民下湖游泳可能出现
的安全隐患，该市游泳协会特成立水上救援队，通过每天坚
持到湖区巡逻值班的办法，及时救援游泳遇险群众，挽救溺
水者的生命。同时，开展夏日游泳安全知识宣传，帮助市民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该市游泳协会负责人说，水上义务救援队队员不仅具
有非常好的游泳技能，还要有一定的水上专业救援技巧。
每天，队员们都会在救援教练带领下，下水查看游泳水域人
员的安全，并耐心劝诫游泳者不要到危险水域游泳。

赤壁卫计局

引导群众正确生育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你这个孩子属于超生，不

仅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之前出生的，而且还是第三
个小孩。”7月29日，赤壁市卫计局工作人员顶着烈日，前往
车埠镇芙蓉、熊岭、盘石等6个村组摸排计划生育情况。

针对国家二孩政策实施后，一些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
出现的误解，以及对计划生育工作的不配合、不理解，甚至
抵制、谩骂工作人员现象，该局工作人员在释疑解惑的同
时，现场宣讲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发放有关政策宣
传资料，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生育观，配合计生部门开展孕
情摸排。

赤壁两部门联手

整治超限运输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熊莉报道：7月25日，赤壁市公安交警

大队和官塘驿超限检测站，联合启动打击非法超限运输、非
法改装货运车辆的专项治理行动。

针对107国道赤壁段、嘉泉线等国、省主干道存在的运
输石料超限车昼伏夜出、故意绕道甚至强行冲卡等手段，逃
避超限检测，对公路造成极大损害和对沿路群众生命财产
造成极大安全隐患的现象进行专项治理。联合行动中，两
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0人，采取“查、扣、卸、罚、监督覆盖”
等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货运车辆行为。

截至目前，共检测运输车辆100余台，卸载300余吨，
查处超限运输车辆17台，切割拆除栏板车辆1台。

赤壁华新水泥公司志愿者

乐为贫困老人送清凉
本报讯 通讯员李攀龙、王小军报道：夏日炎炎，贫困

老人如何消暑？连日来，赤壁市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
的志愿者们心里牵挂着企业周边的贫困老人。

7月29日上午，该公司的志愿者们自购西瓜、饮料等消
暑物品前往中伙铺镇南山村慰问贫困老人。

77岁高龄的廖雪华老人，患有高血压、血管瘤等多种
疾病，没有经济来源，去年老伴去世后，生活更是雪上加
霜。志愿者们不仅送上消暑物品，还帮她整理、清扫房屋。
并表示将把廖雪华老人作为固定关爱对象，定期探望，全力
帮助她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日前，赤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蒲圻办事处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进行消
毒杀菌。为确保灾后无大疫，该中心在指导受灾群众做好室内通风、个人卫生及
食品安全的同时，还送去防暑降温药物。 通讯员 冯朝 宋明亮 摄

筑牢健康“堤坝”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原以为
我的‘官司’要半年才能裁决。没想到你
们仅用7天就帮我调解结案了，这样的办
案效率真是高。”日前，家住赤壁市神山
镇宋河村的徐某，在赤壁人民法院的调
解下，拿到被告返还的购车款后感慨地
说。

原来，作为原告的徐某等8人，分别
于2015年8月20日、2015年9月6日与
被告赤壁市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工
业品买卖合同，约定原告8人各在被告处
购买陕汽自卸车一台，并分别向被告首
付了20000元至30000元车款。后由于

市场行情等原因双方发生纠纷。于是，
原告便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双倍
返还定金及支付利息。

今年4月6日，赤壁法院受理并立案
后，原告同时变更诉求，只要求解除双方
的购车合同，返还购车款，不再要求双倍
返还定金和支付利息。凭着多年在基层
法庭办案的经验，审判员葛昊飞认为此
案有调解的可能，于是主动联系当事双
方，于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
法院的调解下，双方当事人最终自愿达成
调解协议。至此，一起复杂的买卖合同纠
纷，仅用7天时间就得到圆满解决。

法官高效调解
车款7天到位

本报讯 通讯员徐勇、马俊报道：近
日，在赤壁市龙翔路与赤壁大道交叉路
口发生了感人的一幕：两位老人因车祸
受伤后，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及时伸出
援手，对老人进行施救，当救护车到来
后，他却悄然离去。

7月22日早晨，张和清老俩口趁天
气凉快，便骑着摩托车去打理菜园。返
回途经龙翔路与赤壁大道交叉路口时，
撞上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坐在后座的
老伴当即摔下车，顿时头破血流。就在
此时，一名过路男子主动上前，边帮助止
血边安慰老人。

张老先生的儿子张星星接到电话赶
来后，误以为年轻人就是司机。虽然受
到误解，但那位年轻人却并没有争辩什
么，直到把老人送上120救护车才默默离
开。

当老人被送到赤壁市人民医院时，
主治医师说，幸亏现场处理方法得当，不
仅减轻了患者疼痛，减少了出血量，而且
为医生的后续治疗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几天，通过网络，不少人知道赤壁
有这么一位做了好事不留名的“最美青
年”，并纷纷为这位年轻人的爱心行为点
赞。

老人遭遇车祸
小伙援手相助

本报讯 通讯员李
杰、王万里报道：“响当当
老字号，吱呀呀鸡公车，
清幽幽羊楼洞，香喷喷青
砖茶。”近日，这首朗朗上
口、在赤壁家喻户晓的本
土原创歌曲《羊楼洞青砖
茶》，由著名青年歌手万
莉演唱，并被省农业厅组
织的湖北茶歌《万里茶道
香天涯》MV收录。

《万里茶道香天涯》
所描述的是“一抹嫩芽把
乡愁融化，一杯雨露将
乡情播撒，一缕情思从
宜红迸发，一曲恋歌让
青砖升华”的万里茶道
的美丽画卷，曲中涵盖
了全省茶乡的文化故事
和满满情结。

据悉，为更好地宣传
湖北茶叶的悠久历史文
化，展现茶园和茶企风
采，促进茶叶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提升，推动湖北由
茶叶大省向茶叶强省的
跨越，省农业厅组织拍摄
的湖北茶歌《万里茶道香
天涯》MV预计今年8月
初首发，取景地点除50%
在赤壁市外，还将在宜昌
市五峰县、宜都市和夷陵
区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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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徐勇报道：“我计划
再增建钢架大棚20多个，将基地扩大到
100亩，带动更多农户加入合作社，走食
用菌种植的致富之路。”日前，赤壁市新店
镇望夫山村华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李平华，一边筹划兴建无菌操作室
和新建基地公路事宜，一边充满憧憬地
说。

2009年，李平华带着在浙江务工时
掌握到的食用菌种植技术返乡创业，从开
始时的5亩多地，十几个木制棚，发展到
今天50多亩的食用菌种植规模，拥有香
菇、灵芝、黑木耳、猴头菇等10多个品种，
年产值超过300万元。2014年，李平华
领头成立华丰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吸纳
20多户村民共同种植食用菌，并注册了

“荆华丰耘”商标。
这是新店镇实施“一村一品”工程，发

展特色产业带来的新气象。
近年来，新店镇本着“人无我有，人有

我优”的发展思路，探索发展管长远的特
色农业，打造“一村一品”。目前，像望夫
山村一样，全镇11个行政村都有了自己
的特色主导产业。如益阳桥村的药材产

业，花亭桥村的苗圃产业，大湖岭村的茶
叶产业，龙门桥村的竹柳和瓜蒌产业，雨
亭村、朱巷村的油茶、小龙虾产业，官仕
坳村油茶产业等，初步形成了“一村一
品”、“一村多品”、“多村一品”的现代农
业发展新格局，以特色产业聚集，架起农
民增收致富的金桥，绘出一幅秀美的田
园风光。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新店镇一村一品绘出田园好风光

赤壁华新水泥获全国

工业企业“质量标杆”奖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李攀龙、王小军报道：1日，

工信部网站发布2016年全国“质量标杆”工业企业名单，赤
壁华新水泥榜上有名。

年初，工信部在全国启动了“2016年质量标杆企业”评
选活动，从质量管理技术方法、“互联网+”应用、品牌培育
等三个方面进行层层考核，经严格考核和评审，华新水泥最
终成功入围。

据悉，华新水泥有限公司于2007年落户赤壁以来，坚
持以“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为宗旨，以

“细致精准”为工作标准，并始终将其贯穿于日常工作中，狠
抓质量控制管理，努力提高产品品质。该公司曾连续多次
荣获全国水泥化学分析大对比“全优单位”称号，其所属的
化验室在去年被评定为“全国水泥企业优秀化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