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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套作

脱贫出列
日前，赤壁市赤壁镇石头口村贫困户

魏想新在租赁的藕田里采摘最后一批秋
莲。

魏想新因妻子惠有严重心脏病，每年
仅透析就需要医疗费数万元而被列入贫
困行列。在产业扶贫中，他凭自己的勤劳
和智慧带领儿子租赁屋前屋后闲置稻田，
自力更生开展春季稻虾套养、夏季种植莲
藕的套作模式。今年龙虾收入突破6万
元，秋莲2万元，除去各项费用魏想新有
信心今年走出贫困行列。

通讯员 叶立清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10 月
21-22日，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和湖北赤
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中国农村电商
物流推进发展高峰论坛在赤壁市召开，来
自全国的农村电商、物流业相关的政府人
员、企业代表及金融风投齐聚一堂，共同
探索农村电商物流业发展路径。这意味
着赤壁市已处于咸宁区域物流的龙头地
位，在湖北省的影响日益扩大。

其实，早在今年4月25日，首届湖北
区域物流融合创新发展论坛就在赤壁市

召开，湖北省现代物流促进会把全省17
个市州首个代表处——咸宁代表处设在
赤壁；5月16日、6月30日，交通运输部
农村物流调研组来赤壁市调研。同时，赤
壁市农村物流三级配送体系被国家交通
运输部作为典型案例在全国推广。

这些与近年来赤壁市加快构建覆盖
县、乡、村三级农村电商物流网络体系密
不可分。

为了加快赤壁市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赤壁市委八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共赤壁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四
个基地”推动绿色崛起的意见》，在该《意
见》中明确指出加快建设华中地区现代物
流基地是赤壁加快强而优中等城市建设
的战略举措之一。同时，出台了《赤壁市

促进现代物流发展的实施意见》，设立
1000万元的物流业发展引导资金。

政策引导全面提升了赤壁市农村电
商物流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创建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市）的建设提供
了强有力的物流支撑，解决农村物流服务

“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问题，使现
代物流业由起步迈向快速发展阶段，逐步
成为服务业的重要支柱。

目前，赤壁市按照建设、管理、标准、
运营“四个统一”要求，以县级农村物流中
心为中枢，10个镇级农村物流综合服务
站为支点，140个村级物流综合服务点为
终端、物流班车为纽带的“一点多能、一网
共用、功能完善、运行高效、深度融合”的
农村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已建成。

2015年，全市物流总额50亿元，占
GDP的16%，年均增长15%，物流业增加
值28亿元，占GDP的9%。物流业全口
径税收超过2000万元。

据介绍，赤壁市规划建设物流园区、
物流中心和配送中心7个，计划总投资
18亿元。其中，大润发华中区物流中心、
赤壁粮食物流园、康华智慧物流园一期、
望家欢国际农贸城一期已建成运营；已发
展物流企业63家，其中营业额过5000万
的5家，湖北十佳交通物流企业1家，湖
北省重点物流企业1家，亿元企业1家。
已通过国家2A以上物流企业认证3家。
湖北省重点物流企业1家。2015年度中
国城市物流诚信企业2家，物流业税收年
年增加。

日前，赤壁义工身穿红马夹，如一道
流动的暖色风景，活跃在精准扶贫乡镇，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热忱而又忙碌
的身影。

在助学扶贫路上播种
赤壁义工们经常协助市扶贫办开展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宣传活动，他们走
访留守儿童家庭，了解他们求学路上的困
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帮助符合条
件的学生申请困难补助。他们自己捐款
并购买文具、书包、课外书籍、鞋子、玩具
等送给渴望得到帮助的孩子们。

今年7月，义工联盟发起为余家桥学
校学生献爱心活动，由于受助人数多且年
龄大小不一、物资种类多，义工们加班加
点，按照不同班级男女学生数，核查鞋子
尺码、数量，将各类玩具、彩笔、书包等归

类，确保不出现差错。活动当天，领到礼
物的孩子们开心地表示，要向志愿者哥哥
姐姐学习，接受爱并传承爱，做一名光荣
的爱心使者。

义工群带头人来碧海说，虽然志愿者
大多家庭并不富裕，但是他们期待那些贫
困学子能茁壮成长，用知识武装自己，用
良好的综合素质报答社会的帮助，他们尽
自己的绵薄之力用实际行动帮助困难的
孩子，为孩子们点亮希望之光。

在健康扶贫路上灌溉
一年前，赤马港小学7岁的杨佳鑫患

上白血病，为了治病家里已经一贫如洗，
而父母却从未放弃治疗时，赤城义工联盟
的志愿者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杨佳
鑫小朋友捐钱捐物，奔波筹款，带她去医
院、去她家为她补课等等，尽力完成她的

一个个小小愿望……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赤城义工联盟的

志愿者看望佳鑫，了解她恢复状况。所
幸，现在佳鑫恢复不错，免疫力也慢慢地
在增强。

而癌症女孩徐星星虽因病于上月离
世，但她的家人提起义工志愿者为其捐
款，众筹，送营养品，为其庆生、送杨梅等
点点滴滴感人情景，仍深表感谢。

为了帮助更多贫困家庭，义工们真情
付出，彰显无私大爱。在救助湖南小伙熊
红勇行动中，两次义务献血，提取造血干
细胞捐献活动中都有“赤壁义工红色情
怀”的美丽背影。

在生态扶贫路上奔跑
在精准扶贫活动中，义工志愿者不当

旁观者，不当局外人。神山残疾小伙章坤

龙自家散养的土鸡、土鸡蛋销路遇到问
题，志愿者们为其宣传并为其解决部分销
路问题，帮助其脱贫致富。

同时，义工志愿者们还走村入户，帮
助驻村工作队宣传精准扶贫政策，为村民
解读扶贫项目。

今年7月，洪灾面前他们更是冲锋上
阵，在得知赤马港莲花塘村被水围困时，
义工们自发组织协助救灾部门将生活物
资送给灾区群众。他们制作茶庵岭白布
泉瀑布路标、木桥、警示牌等，为游客导
航；为营造一个天然的无污染游乐环境，
他们收集、处理白布泉与幽兰山游客留下
的垃圾。

赤壁义工，这支2014年组建的赤壁义
工群，目前有群友近400人，爱心队伍还在
不断壮大，他们正在将爱心延伸再延伸。

赤壁义工：精准扶贫路上的一抹暖色
通讯员 吴莉萍 贺婷婷

在赤壁市精准扶贫活动中，他们积极开展教育助学、健康生活与生态保护等
公益活动，为赤壁市建设强而优中等城市发光发热。

赤壁镇

开展码头覆绿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孙蕊报道：为切实抓好长江大保护工

作，认真落实长江大保护工作各项目标任务。10月份以
来，赤壁镇积极与码头所涉村组农户协调，协助市林业局做
好覆垦、覆绿工作。

目前，该镇所涉区域已经全部完成清障、翻耕，植树
12000余棵，覆绿率达80%，正在进一步巩固700亩覆绿工
程的绿化成果。同时，继续做好已拆码头业主以及东风村
相关村组群众的安抚工作，积极为他们谋求出路。

本报讯 通讯员付小娟、徐泰屏报
道：近几年来，赤壁市依托环山错水的区
位特点，结合城区总体用地结构与自然
山水生态资源，将山体、湿地转建成公
园，将城区广场、公园、街头绿地、公共小
游园等连点成线、串线成面，构成了以风
景园林为主体、以湿地公园为映衬、以道
路绿化和滨湖廊道为支撑和以公园绿
地、单位绿化、小区绿化为响应的生态绿
地格局，从而把一座车水马龙的现代城
市变成了“人在河边走，车在树下行”的
偌大山水公园之城。

按照“依山建园、濒水造园”的城市
园林建设理念，赤壁市在陆水河上建设
了橡皮坝，兴建了青泉公园，把“一河两
岸”变成了花树掩映的亲水平台，市民可
以很惬意地在这里休憩、赏玩、运动、健

身。同时围绕植被茂密的丰财山和莽莽
竹海的避暑圣地雪峰山，以及城市中央
的金鸡山，投资建设了总面积52.73公顷
的金鸡山公园、114.56公顷的龙翔山公
园，加上花果山公园、牛头山公园和硪石
宝塔山公园等，形成了城市山水公园群，
既使城区的山体得到了有效保护，又较
好地形成了城乡一体的绿地系统。

另外，赤壁市还投资改造城区山体
12个、总面积300多公项，修葺完善了赤
壁古城墙，凭依港渠资源和水利设施，建
成了11.17公顷的赤马港湿地公园和7公
里长的北渠景观带,将陆水三峡试验坝
建成为花树掩映的综合性主题公园，既
收到了投资少、见效快、生态稳定、维护
成本低等综合效果，又使其成为了一处
处山水园林城市的新景观。

本报讯 通讯员周干林报道：“养殖
培训班办得好啊，以前我们搞养殖是摸
着石头过河，培训后我对养殖增收更有
信心了。”日前，养鱼专业户周瑞祥匆匆
忙忙赶到沧湖开发区参加培训后说，希
望今后多举办这样的培训。

为帮助当地村民依托产业加快致富
步伐，沧湖开发区邀请市农业、水产相关
专家对村、渔场60名种养殖户开展为期
七天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水产养殖培
训班”。

沧湖开发区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
源丰富，水面面积达到18000亩，总人口
2800人，6成以上农民靠种养殖为生。
过去，农民种养殖较为粗糙，产量不高，
利润不大。针对这种情况，沧湖开发区
党委班子分组深入村组户、渔场和田间

地头走访调查，通过走访调查，制定了
“兴基础、强产业、升技能”三大强身计
划。

兴基础。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
疏浚鱼池塘堰800亩，维修和硬化生产
便道 3500米，实施居民小区立面改造
和墙体彩绘。强产业。加快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步伐，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猕
猴桃、脐橙、柑桔、水生蔬菜、花卉苗木、
香莲虾稻、水产养殖、乡村旅游等产业，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升技能。联
合农业、水产等部门，积极采取课堂讲
座、观看影片、实地参观学习、培训等办
法措施为农民解决种养殖中遇到的疑
难杂症。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沧湖开发区农
民人均纯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11%。

兴基础 强产业 升技能

沧湖开发区培训农民促增收
依山傍水 亲山亲水

赤壁构建园林城市新景观

国家产业化龙头企业公布

羊楼洞茶业荣登榜单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报道：日前，经全国农业产业化

联席会议审定，全国有111家企业递补为农业产业化国家
重点龙头企业，赤壁市羊楼洞茶业有限公司正式上榜，成为
咸宁第一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由国家农业部、发改
委、财政部等8部门共同认定，实行总量控制，退一补一。
赤壁市羊楼洞茶业有限公司经过企业申报、咸宁市推荐、专
家评审、部门审核、媒体公示等环节后上榜。

对于上榜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国家将在基地建设、原
材料采购、设备引进和产品出口等方面，给予金融、财政、税
收、外经贸、投融资等方面的帮助和扶持。

赤壁人民法院加强法制宣传

让司法贴近民心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老百姓需要怎样的司法服

务，老百姓想看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都努力去做。”近日，赤
壁市人民法院在法院大院临近107国道增设了一套LED
电子屏幕，采取多种形式“全流程、多维度、信息化、能动性”
公开法院动态，消除“暗箱操作”和司法死角。

今年来，赤壁市人民法院在社区、乡镇、村部以布告的
形式公布各类典型案件，以案讲法、以案释法，编辑法院简
报，通报近段时期法院审判执行案件和其他工作情况，让人
民群众有机会、有窗口了解法院案件情况，学法懂法用法，弘
扬法治。

同时，该院还将法律规定必须公布的裁判文书全部公
布上网，并精心选取有教育意义的案件进行网络直播及微
信公众号和微博推送，让老百姓在闲暇之余可以随时学法、
用法，传递司法正能量。

赤壁市地税局

力推委托代征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我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发票

代开业务，而且办理速度也很快，实在是太方便了。”日前，
前来代开增值税发票的纳税人王某高兴地说。

近日，赤壁市地税局、邮政局举行委托代征代开增值税
发票环节个人所得税签约仪式，赤壁市国税、地税、邮政再
次深化合作，使纳税人办税更加便捷。

据了解，在地税局委托国税局征收地方附加税费、国税
局委托地税局代开个人房屋租赁和房屋交易环节的增值税
发票、国税委托邮政为零散税收纳税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
基础上，委托代征再升级，纳税人在缴纳增值税时，可“一站
式”办理缴纳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
得税业务，无需再“多头跑”，有效节省了办税时间。

赤壁市气象局

做好农业生产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徐园园、杜艳报道：针对当前连阴雨天

气情况,赤壁市气象局多措并举积极做好秋收和秋冬播种
气象保障服务。

该局加强上下联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根据农业需求
提前做好连阴雨、低温、大风等灾害性天气的预报预警工
作。并以涉农专家联盟、农田小气候监测站、气象为农业务
系统及网站等为技术依托，根据年初制定的赤壁市农业气
象周年服务方案，滚动发布阴雨天气中晚稻收割、油菜播种
出苗及移栽、秋冬蔬菜播种等针对性服务产品。

同时，及时派出农业气象技术人员开展灾情调查，开展
中晚稻收割期连阴雨、蔬菜冻害、病虫害程度等灾害监测预
警，针对灾害的可能影响提出防御措施，指导农民科学采取
补救措施。

赤壁市运管局

扎实开展八大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今年来，赤壁市运管局以开

展“履职尽责”活动为契机，扎实开展八项专项整治行动，着
力解决道路运输部门履职不力、作风不实、为政不廉等问题。

八大专项整治包括公路行业超限运输专项整治、道路
客运市场专项整治、道路运输农村客运燃油补助专项整治、
道路运输安全专项整治、精准扶贫专项整治、交通建设领域
招标投标管理专项整治、交通运输部门违规收费专项整治、
交通运输专项经费监管专项整治。为此，该局制定工作方
案，成立工作专班，采取得力措施，做到全覆盖、触根本，见
人见事、见力见效，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贯穿整治始终。

此次专项整治共出动运政执法人员180人次，检查客
运车辆360余台次，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客运经营行为15
起，下达安全整改通知书9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