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宋岛馨、宋东
报道：中秋小长假期间，赤壁市旅游消费
势头增长强劲，旅游市场综合情况向好，
无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服务质
量投诉发生，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
效益”四统一的目标。

据统计，9月15日至17日，赤壁市共
接待游客9.49万人次，门票收入287.1万
元，实现旅游总收入5409万元。

小长假期间，赤壁市旅游市场呈现
出自助游唱“主角”、美丽乡村采摘游成

“主力”、旅游一卡通消费拉动作用显著
等特点，旅游客流以家庭型、访友型等探
亲自驾游为主。

在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精心为游
客准备了一批独具三国民俗特色、参与
互动强的旅游主题文化活动。从景区
大门开始，沿游览线路安排20余个三
国故事和场景演出，游客在观赏景观的
同时还可参与其中，与众多的三国人物
零距离接触，尽情领略三国人物风采，
让景区内的游客直呼过瘾。

在陆水湖风景区，处处青山绿水，满
目芊芊草色，游客置身其中，体验回归自
然、亲近自然的生态游。

右图为9月15日，中秋节当天，赤壁
古战场游人如织。通讯员 宋东 摄

中秋小长假赤壁旅游市场火爆
实现旅游收入5409万元

创客驱动乡村发展

乡村游成脱贫致富“新引擎”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报道：近年来，

赤壁市将乡村旅游作为扶贫攻坚、富民
增收的主打产业来抓，出台了一系列优
惠政策，吸引了众多创客投身乡村旅游
产业，乡村旅游正逐步成为当地农民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致富引擎”。

位于茶庵岭镇八王庙村的羊楼洞茶
生态文化旅游创业产业园，由羊楼洞茶
业股份有限公司斥资10亿元打造，产业
园以“全产业链开发＋茶文化旅游”为核

心，将茶叶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和茶
文化旅游休闲产业有机融合，依托茶园
自然生态景观，以汉文化、三国赤壁文
化、羊楼洞万里茶道文化和茶产业园旅
游文化为背景开发，以国家4A级景区
为标准，拟打造成我省最大的生态茶产
业文化旅游基地。

近年来，产业园不断完善建设工作
方案，优化创业环境，为广大创客提供优
质的创业服务，吸引了各类创新创业人

才向创客示范基地集聚，对赤壁市旅游
美食、青砖茶开发与销售、茶园观光休闲
等文化产品进行开发培育，形成了高附
加值的旅游产品。

目前，该产业园已入驻羊楼洞茶业
股份有限公司、羊楼洞茶旅文化有限公
司、羊楼洞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
企业，形成茶产业全产业链开发与建设
的综合性产业园，现已实现年接待游客
18万人次，茶系列产品年产能达1.45万

吨，辐射带动茶农兴茶致富近1万人，年
综合产值超过15亿元。累计为创客创业
项目咨询58个，孵化22个，成功16个。

据了解，赤壁市将以乡村旅游为支
撑，以农民、返乡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为
创业主体，用创客精神推动乡村旅游业发
展，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创
业服务体系，为创客群体增长才干、体现价
值搭建新的平台，为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推动赤壁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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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农商行送温暖赤壁农商行送温暖

日前，赤壁农商银行携同赤壁市义工组织前往各乡镇福利院看望慰问孤寡老人，
将可口的月饼送到老人手中，并为老人修剪头发、指甲，按肩捶背，了解老人们的身体
和生活情况，让老人们在中秋佳节的团圆氛围中，感受来自社会浓浓关爱和温暖。

通讯员 冯朝 葛聪 摄

电力员工：
辛苦我一人，点亮千万家

中秋佳节，当人们沉浸在合家团聚
的幸福和喜悦中时，国网赤壁供电公司
60余名员工却放弃与家人的团聚，依
然坚守岗位，用实际行动践行“辛苦我
一人，点亮千万家”的工作承诺。

“很多人利用节假日来办理缴费业
务，所以越是在这种日子我们更应该给
广大客户提供优质、高效和便捷的服
务，这也是我们服务的宗旨。”莼川供电
营业厅一名普通员工徐燕说，这是她参
加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她第十个无
法与家人团聚的中秋节。

她说：“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节
假日，节假日都是家里的人做饭，我从
来没有管过。”

中秋节期间，为保证电网的安全稳
定运行，国网赤壁供电公司成立了中秋
保供电领导小组，专门协调保供电各项
事宜。节前，公司已组织技术人员对供
电设备、有关线路进行了全面检修，以
有效减少线路故障。节日期间，电力人
员科学调度，全力做到人不离岗，岗不
脱人，确保输变、配电设备安全可靠运
行，提高供电可靠率；各供电所线路抢
修班的工作人员继续加强各线路的巡
视，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
及时接听客户的报修、投诉，尽快解决
客户的用电故障，及时做好抢修工作，
确保线路设备的安全运行。

公交司机：
驾驶室里过中秋 保障市民便捷出行

在举家团圆的日子里，公交车司机放
弃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光，依然坚守在自
己的岗位上，默默为市民节假日出行提供
交通便利。

42岁的老田是赤壁市4路公交车司
机，在公交岗位上已工作了4年，中秋节
这天他跟往常一样一大早便驾驶公交车
往返在自己的公交线路上。4路车有站
点30余个，单程行驶需要40分钟，而田
师傅每天最少要有8个往返。虽然很辛
苦，但他说，能够为市民安全出行提供方
便感到由衷的高兴。

环卫工人：
坚守岗位加班加点保整洁

节假日是环卫保洁人员工作最忙最
累的时候，一大早，在赤壁市城区的大街
小巷，随处可以看到环卫工人辛勤劳作的
身影，他们坚守在道路清扫保洁，垃圾收
集、清运工作岗位上，为市民换来了优美
整洁的节日环境。

每逢节假日，由于人流量的增大，赤
壁市日均清理垃圾较平时增加了2倍，工
作量及工作难度相应增加，非常辛苦。但
环卫工人依然默默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没有一句怨言，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全力保
障垃圾随时产随时清，给市民创造一个舒
适洁净的节日环境。

无悔的坚守
通讯员 熊斌斌 马玲

本报讯 通讯员徐勇报道：中秋节
期间，赤壁市民政局组织看望慰问了市
光荣院老人，为他们送去节日的问候和
祝福。

建立于1984年的光荣院，是赤壁市
一所公办的大型公益养老机构，目前有
70多位集中供养“优抚”对象和“三无”老
人。为了给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一个温
馨、舒适、幸福的养老环境，近几年来，在
上级民政部门的关怀下，在市委、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光荣院基础设施建设得
到极大改善，生活、娱乐设施一应俱全。

在光荣院，民政局工作人员与老人
们进行了亲切交流，向大家送上节日的
问候，并叮嘱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一定要
充满“爱心、善心、孝心”，常怀尊老爱老
之心。同时，要尽心尽力为老人提供优
质服务，改善老人伙食，丰富老人节日文
化生活，真正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

赤壁民政慰问光荣院老人

赤壁市举行第九届
人大代表选举投票

本报讯 通讯员赤广轩报道：9月20日是赤壁市第九
届人大代表选举日，全市选民积极履行民主权力，分别在各
自选区选举新一届市、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投下庄重而神
圣的一票。

赤壁市市、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6月正
式启动，市人大常委会及时设立市选举委员会，全市16个
乡镇、办事处、场区相继组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
作会议，周密安排，精心组织，依法操作，严格按照选举法的
各项规定，有条不紊地推进宣传发动、选民登记、候选人推
荐、选举代表等各阶段工作，确保全市市、乡（镇）两级人大
换届选举工作平稳有序进行。

此次投票选举，赤壁市共划定市人大代表选区135个，
乡镇人大代表选区237个，方便各阶层、各行业的选民参加
投票，确保投票全覆盖。通过投票将产生新一届市人大代
表223名，乡（镇）人大代表 647名。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近日，
赤壁市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方案
获市政府论证通过，标志着赤壁市城市周
边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取得阶段性成
果。

今年以来，赤壁市政府将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工作作为年度重点督办工作，纳入
市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并成立工作专班、编
制工作方案，骋请武汉大学为技术协作单
位，严格按照时间要求有序推进该项工作。

赤壁市将在城市周边范围内原有基
本农田4.1万亩的基础上新增2.71万亩，

总量达6.81万亩，占城市周边范围内总
耕地面积的74.26%。其中限制建设区内
拟划入永久基本农田2.7万亩，占限制建
设区和禁止建设区下发任务的90%。

此次划定范围涉及7个乡镇52个行
政村，新划入的基本农田落地后，与原有

的基本农田一起结合城市周边山川河流
森林湖泊等天然生态边界，与中心城区之
间形成绿色空间。城市周边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与陆水湖、陆水河、山体、绿化带
等生态屏障共同形成城市开发的实体边
界。

赤壁划定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

赤壁试鸣防空警报

开展应急疏散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宋岛馨报道：18日上午，赤壁市

人防办、科技局结合全市防空警报试鸣，在蒲圻师范、蒲圻
高中开展“9.18”防空袭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

当天上午10时，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上课老师立即停
止授课，指导学生按照要求护住头部，各楼层楼梯口工作人
员也各就各位。在第二次警报声响后，各班学生在任课教
师的组织带领下迅速撤离教室，按照事先设定的疏散路线
有序地进行疏散。不到2分钟的时间，全校1000余名师生
全部安全到达指定位置。

通过演练，让全校师生进一步了解了有关防空警报知
识，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了自救自护意识。

赤壁红十字会

组织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近日，市红十字会开展造

血干细胞捐献血样集中采集活动，赤壁市义工联盟的30多
名志愿者来到现场，踊跃为造血干细胞资料库提供血样。

前期，市红十字会通过广泛宣传、精心组织，使更多人
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消除了
担心和恐惧心理。当天上午共采集了30多份造血干细胞
血样，采集的血样样本经过分型后，HLA数据将录入中华
骨髓库，供渴望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患者检索配对。

目前，我国白血病患者每年新增4万人以上，其中青少年儿
童患者占一多半，他们绝大多数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而目前HLA（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合率仅为万分之一左右，所
以，增加一名志愿者就给白血病病人增加一分生的希望。

赤壁深化“两学一做”成果

开展第三次专题讨论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党校姓党，党校人姓党，作

为一名离退休人员，讲道德、有品行，就是要忠于党、忠于人
民，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廉洁自律……。”日前，赤壁市委党
校机关支部“主题党日+”现场，已经71岁的杨莉老师激情
澎湃，在“讲道德、有品行”讨论环节主动作交流发言。

在她的带动下，大家争先恐后参加讨论，组织生活开展
得有声有色。这只是赤壁“主题党日+”的一个缩影。今年
来，赤壁市以“主题党日+”为载体，认真落实“六事联动”工
作要求，扎实组织开展党费收缴专项检查、党员组织关系排
查等5个专项治理工作和第三次专题讨论，进一步把支部
组织生活严起来，进一步把合格党员的标准立起来，进一步
深化“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效。

赤壁国地税联合

打造税务稽查新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周先智报道：今年来，市国税

局、地税局积极打造联合稽查新模式，让纳税人切实享受税
改红利。

以前税务到企业查帐，国税查一遍，地税再查一遍，重
复检查让企业负担加重，国地税联合入户稽查模式正式实
施后，企业只需要准备一次材料就可以。

联合模式采取国地税共同制定联合稽查实施方案，双
方各派2名检查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的方式，从案件选定、
联合进户、稽查案件审理执行等多个执法环节开展合作，通
过共同调取帐簿资料和电子数据、协同调查取证等方法提
高案件查办质效，推进合作交流，共享检查成果，在税务稽
查工作中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既便利了纳税人，又确保了
联合执法工作顺利开展。

赤壁多措并举

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日前，赤壁市赤马港办事

处投入大量资金，针对辖区范围的陈年垃圾、杂草进行了集
中整治，确保辖区环境整洁，杜绝垃圾、焚烧秸秆现象。

赤壁有多个传统的农业乡镇，在常年生产生活中存在
焚烧秸秆的陋习，赤马港办事处就是其中之一。

当前正值“三秋”大忙之际，也是秸秆禁烧工作的关键
时期，为进一步推进工作进展，保护良好大气环境，赤壁市
环保局把秸秆焚烧监管工作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不定期对责任主体的乡镇、办事处进行广泛宣
传秸秆禁烧的意义和综合利用的有效措施，努力保护秋收
期间大气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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