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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吴莉萍、赵昌石报
道：“今天我们“主题党日+”活动的学习
内容，全在这张《桂花飘香》小报上。”8月
12日，蒲纺工业园区桂花树社区黄荆岭
小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学习。

这份被党员称为学习“百科全书”的
《桂花飘香》报，是桂花树社区几位退休

老党员自筹资金自编的一张小报，已出
版 4 年了。主要以宣传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介绍桂花树社区工作部署，褒
扬社区居民中的好人好事为办报方向，
成为“传老年之声、言老年之事、解老年
之忧、做老年之友”的老年文化园地，受
到了赤壁市老年学会、蒲纺工业园区老

年协会、蒲纺桂花树社区党委的大力支
持。

据悉，当天该小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学
习的这期《桂花飘香》报，既刊有党章章
节，又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
精神，以及社区党员的“两学一做”学习心
得体会文章。

帮扶到田间
8月10日，赤壁农行市驻赤壁镇石头

口村扶贫工作队队员，给该村贫困户黄
光质送上2包复合肥后，正在棉花地里了
解其生产自救情况。

今年7月的洪灾过后，该行及时派出
工作队赶赴受灾严重的5个乡镇，指导受
灾贫困户开展生产自救，对资金需求户，
按照“简化手续，当场核灾，当场授信”的
工作要求，先后投放精准产业扶贫贷款
近300万元，有力支持了贫困户灾后恢复
重建。

通讯员 叶立清 摄

赤壁以史为鉴

引领干部崇廉尚廉
本报讯 通讯员纪甜一报道：一幅幅弥足珍贵的廉政

图片资料，一则则生动鲜活的廉政故事…… 8月8日，由赤
壁市纪委监察局主办、赤壁市文体广新局承办的“廉者仁
心——中国古代廉政历史文化展览”在该市博物馆开馆。

此次展出的200余幅（则）珍贵图片资料和历史故事，
包括金、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廉政思想、廉政制度、贪廉史
事等，分为廉洁教化、廉政制度、廉鉴春秋三个单元，选取
严嵩、和珅、奕劻等墨吏典型和耶律楚材、于谦、海瑞等廉
吏人物，以史为鉴、以古喻今，以展示廉政文化在我国的光
辉实践，诠释我国悠久的廉政文化历程。以此揭示“成由
勤俭败由奢”的历史警示，引领党员干部自觉提高精神境
界，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目前，该展览共吸引了8000人次前来参观。

赤壁成立专业养殖协会

推动小龙虾产业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高雅报道：8月12日，赤壁市

小龙虾产业协会成立，标志着该市小龙虾产业步入新的发
展阶段。

近年来，赤壁市小龙虾产业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在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产业带动精准扶贫、加强新农村建
设等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和贡献。目前，全市小龙虾养殖主
要有虾稻连作养殖、池塘养殖、藕田养殖、茭白龙虾套养等4
种方式。截止目前，该市小龙虾养殖户已达1500多户，为农
民增收2.4亿元，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此次成立协会将在解决小龙虾养殖规模大小不一、各
自为战，推动产业规模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赤壁取缔珍珠养殖

加强湖泊生态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日前，赤壁市多部门联

合行动，依法取缔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黄盖湖等多处大
型珍珠养殖基地，并对养殖工具进行集中销毁。

为解决珍珠养殖水域水质恶化，给湖泊生态造成的严
重影响，近年来，赤壁市已多次组织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进
行拆违处置，但仍有部分养殖户受利益驱使，铤而走险。

针对这一情况，该市各相关单位在及时进行集中整治
的同时，还对水产养殖行为进行规范，要求养殖户根据养殖
区域水质要求和水体承载能力，确定水产养殖的种类、数量，
合理控制养殖规模，全面禁止投肥养殖，推广湖泊、水库、堰
塘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加速建立水产养殖规范标准。

赤壁举办德育培训

为中小学专干充电
本报讯 通讯员胡新华、刘騉报道：8月12日，赤壁市

聘请襄阳相关专家，为来自该市各中小学的160余名分管
德育教学工作的副校长、政教主任和辅导员等专职干部进
行集中培训。

培训会上，襄阳恒大名都小学校长张德兰、襄阳一中
校长方向东、襄阳七中校长胡启胜等分别以《有温度的德
育》、《新暑期德育工作的创新案例》、《学校体验式德育实
践和班级文化建设》为题，用鲜活的教育案例，与大家交流
自己的德育教育理念和工作体会，开阔了大家的视野。

参训人员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用自身的人
格和学识魅力感染、启迪、塑造学生，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做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者。

本报讯 通讯员王坤报道：日前，由
湖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依
托武汉理工大学数字制造重点实验室、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科学与电气工程
学院和湖北大学文化创意设计与产业化

重点研究基地，联合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基于3D打印的智慧云服务
平台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通过国家
科技部评审，并获得185万元资金支持。

位于赤壁市赤马港嘉一科技园的湖

北嘉一三维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是专门从
事数控与3D技术研发、生产与应用服务
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的“互联网+3D
打印”智慧云服务平台，旨在让广大用户
通过平台，可以找到3D爱好者进行交

流，进而获得各种分类的创意素材模型，
并从中找到自己满意的设计师进行创意
设计，以及通过平台联系相关打印店进行
3D打印，或直接购买3D打印设备和3D
产品等，引领3D打印走进市民生活。

湖北嘉一智慧云服务平台项目

通过国家科技部评审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
清、任宴东、徐雯哲报道：
8 月 3 日，在赤壁市陆水
湖风景区办事处东流港
村是田野上，3台挖机一
线排开，忙着清除沟渠垮
塌物；数十名工人正一层
层码放石头，填充水泥沙
浆……拉开了该村水毁
公路修复工程的建设序
幕。

东流港村共有8个村
民小组，343户、1519人。
今年7月的连续强降雨，
造成该村10余处公路路
面被洪水冲毁，给村民出
行带来极大不便。

灾情发生后，该办事
处党委积极与交通部门联
系，争取项目支持，累计筹
措资金30余万元，以在灾
后重建中检验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成效的责任感，
组织群众展开生产自救，
修复加固水毁路段。

目前，该办事处的灾
后重建工作正按规划有序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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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地税局

创建健康示范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吴学军报道：日前，赤壁市地税局成

立以局长为组长的健康示范单位创建领导小组，标志着该
局创建健康示范单位工作正式启动。

为推动健康生活方式进单位，该局不仅增建了宣传橱
窗、宣传展板、电子显示屏等，宣传健康生活理念，还层层
组建文体活动兴趣小组，举办健康知识培训，组织爬山、做
工间操，进行乒乓球、篮球比赛，以及建设图书室、健身房，
开展全民阅读健身锻炼活动等，为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提
供组织和制度上的保障，引领干部健康生活，让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衡的健康理念深入人心。

目前，该局购买的健身器材、身高体重计、电子血压
计、腰围尺、计步器等器械，已全部配备到位，一个人人热
爱运动，个个讲究合理膳食、爱好阅读的健康生活习惯，正
在该局蔚然形成。

赤壁国土局

执法监察“关口”前移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卢静报道：今年以来，赤壁市

国土资源局坚持从健全土地执法监察动态巡查制度着手，
着力推动执法监察“关口”前移，取得明显成效。

为保持对打击违法用地的高压态势，该局在建立健全
土地执法监察动态巡查制度的同时，划分3个巡查区域，按
分级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要求，组织执法监察大队、基层
所，定期、不定期地对所辖区域、重点地段，进行联合互动
巡查，及时发现各类土地违法行为。

目前，该局选聘的100余名村级信息员(协管员)已全部
到岗到位，正协助各基层所开展对所辖村(组)日常用地、宅
基地建设的巡查、监督、调处等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陈影报道：今年来，
赤壁市人民医院在深入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中，坚持在“+”字上动脑筋、想
办法，努力通过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满意的
服务，推动活动向纵深发展。

官塘驿镇十八里畈村14组村民赵
煌明，因肺心病、肺结核在该院住院治

疗，住院总费用4万多元，按照规定病
人应该交齐全款。该院得知赵煌明是
精准扶贫对象后，当即启动“绿色通道、
部分缴费、一站结算”服务方式，通过与
其参保的农合医保机构协调，仅收取个
人应付的 4500元，就让赵煌明得到及
时治疗，减轻了其入院治疗的经济压

力。
统计显示，仅5月以来，该院就收治

精准扶贫对象80人次，且全部通过绿色
通道办理了入院手续，在精准扶贫对象支
付个人应承担的部分或极小部分费用后，
都得到有效治疗，让贫困患者得到实实在
在的实惠。

赤壁人民医院

积极推进“主题党日+”

桂花树社区

自办学习小报促学习

本报讯 通讯员飞扬、黄晶报道：日
前，赤壁市制定出台《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实施方案》，围绕“+”字做文
章，充分发挥“旅游+”的拉动力、融合
力，推动全域旅游产品，走向荆楚，迈向
全国。

该市做活“旅游+城市”文章，将赤壁
市打造成中部城市群的生态“绿心”，把以
陆水湖为核心的“一湖两山”生态休闲项
目打造成中部优秀的国家城市公园，引进
湖北武当祥源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来
赤壁投资“一湖两山”国家公园项目；以陆
水河为中轴，以新天地项目为引领，带动
三国美食城、新街口、清泉公园沿线商街
发展特色美食街、茶趣街、购物街，加强沿
岸灯光秀打造，形成一条驿站式夜游观光

休闲景观长廊；加快启动沭阳中泰海洋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砂子岭湿地公
园“海洋文化主题公园”项目，完善城市游
憩功能，形成“一城多站式”旅游产品格
局。

该市做活“旅游+文化”文章，支持三
国赤壁古战场景区持续举办“三国花灯
节、动漫节、美食节”，建成国际著名三国
文化旅游目的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将赤壁市打造成中俄万里茶道最重要的
源头城市，建成以“世界茶业第一古镇”为
核心的汤茶养生度假区，推动卓尔文旅投
资公司开发羊楼洞“世界茶叶第一古镇”
项目；打好“万里茶道源头”这张文化牌，
让文化价值转换为旅游产品，促进茶文化
产品进酒店、进景区、进线路。

该市做活“旅游+农业”文章，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引进浙江颐高集团，带
入先进理念，采用“全域整合规划、重点区
域先试”发展策略，打造特色乡村休闲旅
游开发模式，为美丽乡村实现“一村一品”
目标提供范本并全域推广。重点支持柳

山湖镇引导赤壁果乡园公司参与特色乡
村建设，打造以乡村赏花摘果、移民文化、
民宿休闲为特色的“十里水乡·田园柳
山”；支持沧湖开发区引进省漫画协会创
客团队，打造以生态观光、乡村漫画、水产
养殖为特色的“荷塘渔乡·漫画新村”；支
持余家桥乡突出以水果为代表的农产品
乡村主题，以规模化、特色化、趣味化标
准，打造“百果飘香·休闲八景”为品牌的
优质绿色农产品休闲基地；推动五龙山温
泉度假区、风情赤壁度假区结合农业观光
项目，壮大项目主体，积极创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该市做活“旅游+乡镇”文章，推动旅
游名镇（村）建设，支持赵李桥镇、官塘驿
镇、柳山湖镇等打造省级旅游名镇；支持
柳山湖镇易家堤村、余家桥乡丛林村、官
塘驿镇葛仙山村等打造美丽乡村示范点
或旅游名村；扶持赵李桥“洞天福地”等5
至10家高星级农庄，争取每年递增特色
农家乐30家。力争通过创建带动全市每
个乡镇建设一个主题乡村旅游示范村、一

批特色乡村旅游示范点、一个具有规模和
旅游接待功能的现代休闲农业观光、瓜果
采摘、农事或手工艺制作体验基地。力争
到2018年，全市重大涉旅乡镇大部分农
民年纯收入20%以上来源于旅游。

该市做活“旅游+医疗”文章，以打造
“华中地区休闲旅游度假基地”为核心，依
托城市或景区建设养生、养老一体的旅游
产品，引导蒲纺依托老厂房改造打造“养
老城”；引导龙佑温泉、风情赤壁度假区实
现休闲特色转型，嫁接养生养老度假体
验；引导万亩茶园、葛仙山、雪峰山及部分
乡村依托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发展养老养
生度假产业。

该市做活“旅游+体育”文章，大力发
展休闲运动旅游，引进中航爱游客房车露
营公司，发展户外休闲营地。依托陆水一
湖两山、万亩茶园、乡村自驾游线建设乡
村露营、环湖徒步、滑翔跳伞、登山等户外
体育运动基地，积极承办具有品牌影响力
的运动赛事，与赤壁旅游形象推广有机结
合，刺激带动消费。

做活“+”字文章 放大“+”字效应

赤壁着力擦亮全域旅游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