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黄富清、冯朝报道：
“如今水龙头一打开，清亮的自来水就哗
哗往外流，用水再也不用发愁了。”近日，
新店镇龙门桥村村民葛伶俐高兴地说。

“由于新店镇花亭桥和龙门桥两个村
距离新店镇自来水厂管线比较远，造成了
供水压力不足，特别是逢枯水期，当地村
民家中安装的自来水管就成了摆设。”新

店镇自来水厂负责人熊亚辉说，就这个问
题该水厂积极向上级部门反映，10月15
日在各方协调、支持下，该水厂在新店镇
花亭桥村建成一个二次加压提水泵站，解
决了这两个村700余户、4000余人的饮
水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
也是农民群众最关心、最期盼、与切身利
益联系最直接的热点问题。今年以来，赤
壁市水利局为解决农村生产生活用水“最
后一公里”问题，结合“脱贫攻坚、推进新
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等要求，多措并
举，积极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切实保障民生。

该局在全面总结评估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十二五”规划实施情况的基础上，以
精准扶贫为主线，坚持城乡统筹、建管并
重，科学确定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障
程度等规划指标，合理确定2016年度农
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目标任务。以健全
机制、强化管护为保证，充分发挥已建工
程效益，切实保障民生。综合采取改造、
配套、升级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农村饮水
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
和水质达标率，逐步解决贫困村、贫困人
口的饮水问题。

目前，全市12个乡镇（办、场）72个行
政村，依托14个乡镇水厂及供水工程进
行管网延伸，新建提水及引水工程，铺设

管网8.45万米，完成投资176万元，解决
了56个行政村2200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据赤壁市饮水办主任鲍红清介绍，今年，
赤壁市按照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投资
计划，解决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389人
的饮水安全问题，从今年10月上旬开工，现
已完成80%的工程量，力争在春节前全面
完工，让所有贫困户都能喝上自来水。

同时，赤壁市水利局加强对供水工程
管理单位的监管，督促各水厂按照水处理
工艺流程规范操作，确保水质达标，逐步
建立“从源头到龙头”工程建设和运行管
护体系，促进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向“安全
型”、“稳定型”转变，使广大农村居民喝上
更加方便、稳定和安全的饮用水。

赤壁精准扶贫让农民喝上放心水
农村饮水安全提升工程春节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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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举办
首届媒体及网友交流会，诚邀相关媒体及
知名网友走进企业近距离感受企业文化，
体验企业环保转型升级。

近年来，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加
速环保转型升级，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全力打造绿色环保型企业。该公司将
大量粉煤灰、电石渣、煤矸石、矿渣等工业
废渣“变废为宝”，并努力提升环境保护管
理水平，实现纯低温余热发电，大量减少
了废气的排放。

水泥生产线环保工程改进后，实现了
企业污染物排放稳定达标，有效保护了厂
区内外环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
定。

通讯员 星辰 摄

赤壁华新水泥
加速环保转型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肖琦报道：12日,由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
举办的2016年“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81个旅游部
门及企业获此殊荣，赤壁市旅游局是湖
北省唯一入选的县级市代表。

这项评选表彰活动每五年举行一
次。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赤壁，
在过去五年里，以“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
城市”创建为抓手，全力打造“华中地区
休闲旅游度假基地”，连续三年被湖北省
旅游委评为“全省旅游工作先进县市”；
连续两年被湖北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旅

游产业突出贡献县市”；2013年成为“全
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2015年赤壁市
大力实施“旅游厕所革命”，因推行会讲
故事的“五觉厕所”而备受行业瞩目，
2016年初荣列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城市。

五年来，作为赤壁大战发生之地，万

里茶道源头城市，赤壁市坚持“转型升级
绿色崛起”的发展主线，旅游产业发展迅
猛，海内外游客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26.3%，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35.4%；旅
游产业在全市GDP中的综合贡献率超过
10%；连续五年游客满意度位居湖北全省
（县级市）前五强。

赤壁旅游局荣获“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系湖北省唯一入选的县级市

柳山湖镇

积极做好土地确权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孙睿报道：“程大叔 ，请看一下土地证

上这块地的位置和地面积对不对？拿着这个证你也可以
去贷款。”日前，柳山湖镇工作人员李泉把新颁发的土地证
送到柳山湖镇易家堤村的精准扶贫户程新祥家中，并鼓励
他用土地证去向银行贷款，发展葡萄种植产业，尽快增收
致富，尽早脱贫。

在自己的土地上拥有哪些权利，对于农民群众来说，
一直是本糊涂账。为此，柳山湖镇根据《湖北省农业厅关
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政策》的要求，解决承包
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空间位置不明、登记簿不健全等
问题，为老百姓解难题、理账目。实现承包面积、承包合
同、经营权登记簿、经营权证书“四相符”，承包地分配、承
包地四至边界测绘登记、承包合同签订、承包经营权证书
发放“四到户”。并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系统，健
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让老百姓持有土地经营证，
通过出租、转让、入股、抵押贷款等形式使权证发挥作用。

农村土地经营确权，明晰了农村土地产权，老百姓通
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不仅盘活了农村资源、促进了
老百姓增收致富，也为柳山湖镇各项产业的规模经营及四
化协调发展打通了最后一公里路。

蒲圻办事处流动治安巡逻队

做群众身边的安全卫士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最近，在赤壁市老城区经

常可以看到身着统一安保制服、佩戴红袖章、走街串巷的
巡逻人员。他们不分昼夜，每天徒步巡逻，尽职尽责守护
着市民的安全，他们就是赤壁市蒲圻办事处组建的流动治
安巡逻队。

蒲圻办事处地处赤壁市老城区，下辖3个行政村、14
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15万人，辖区内背街小巷密集，人口
集中，社会治安情况较为复杂，是办事处群防群治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为了破解这些难点，提高居民安全防范意
识，提升社区群众安全感，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蒲圻办
事处在蒲圻派出所和鲫鱼桥派出所的大力配合下，在辖区
组建了流动治安巡逻队，巡逻队主要由派出所民警、社区
干部、网格员组成。

巡逻队成员们每天在办事处辖区重点街区、重点路段
开展治安巡逻，他们徒步巡逻走街入户，及时发现和制止
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全心全力守护社区安宁。巡逻队的
成立，充分发挥了群防群治的作用，既提高了社区居民的
警惕性，又有效预防、打击、震慑违法犯罪分子，遏制入室
盗窃等侵财类案件的发生，受到了居民的广泛欢迎。

赤壁市地税局

充分利用网络学法用法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12月7日至12月9日，赤

壁市地税局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年度“法宣在线”无纸化学
法用法考试，80名参考人员参学率、学完率、应考参考率、
合格率均达100%。

无纸化学法用法考试是采用无纸化上机操作模式，在
考试之前，干部职工须完成总学分600分，才能获得考试资
格，从而增加了学法用法考试的难度，促使参考人员增强
学习自觉性。

今年来，赤壁市地税局充分利用网络在学法用法中的
独特优势，实现学法用法及法律知识考试网络化、信息化、
无纸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普法成本。并将考试情况纳
入年度评优评先考核体系，提高全体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实效性，使全体地税干部进一步认识到运用
法律知识服务纳税人的重要意义。

赤壁供电公司

助力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宋林海、马易报道：日前，赤壁市供电

公司组织人员前往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建设指挥部主动走
访对接项目用电需求，为项目用电提供保障。

供电公司相关人员在听取了项目建设指挥部对项目
规划和工程进展情况的介绍，重点征求了项目建设在供电
服务和用电需求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就供电方式、用电
报装、电价电费等最新政策进行交流。

赤壁市供电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力配合赤壁长
江公路大桥建设，积极做好供电跟踪服务，主动对接项目
用电需求，为项目用电安全、可靠提供服务保障，为赤壁长
江公路大桥早日建成通车作出应有贡献。

赤马港办事处组织志愿者

为福利院老人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李孝华、刘晓茜报道：7日，

为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火车
站小区组织28名志愿者到福利院，以“精准帮扶冬日暖阳”
为主题，看望慰问赤马港福利院的老人，为他们送去了慰
问品，并带去了精彩的节目。

当天，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党员干部一行人来
到福利院，为老人们送来了大米、食用油等慰问品。办事
处干部们还向老人们嘘寒问暖，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
和健康状况，提前预祝元旦愉快、健康长寿！

随后，志愿者们为老人们带去了精心准备的节目，精
彩的节目将老人们逗的开怀大笑。在场老人纷纷表示感
谢志愿者们的爱心以及党和政府的关怀。

推进环境治理 呵护碧水蓝天
打响西凉湖拆围攻坚战

本报讯 通讯员冯朝、万绍武、陈静
报道：“十几年前我在西凉湖承包了近
4000亩湖泊，这次虽然拆围牺牲了我们
的小利益，但顾全了生态发展大局。”日
前，神山镇西凉村党支部书记陈长清带
头拆除了自家的围网围栏。

连日来，在神山镇、官塘驿镇西凉
村、龙岭村、御屏山村，十余条渔船在湖
面一字排开，执法人员、镇村干部和渔民
一起忙着拆除围网围栏。

总面积12万亩的西凉湖跨赤壁、嘉
鱼、咸安，具有防洪调蓄、农业灌溉、生态

旅游等综合功能。上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大规模围网围栏养殖，造成水质不
断恶化，保护西凉湖水域生态环境，已经
成为全社会共识。

为确保西凉湖围网围栏顺利拆除，
赤壁市高度重视，成立了西凉湖拆围指
挥部，制定了拆围实施方案，同时拿出专
项资金，对自行拆除的养殖户进行以奖
代补，将渔民生活受到的影响降到最低。

坚持全面禁鞭不留死角
本报讯 通讯员卢维报道：日前，赤

壁市禁鞭办接到市民举报，营里社区辖
区内有人非法销售烟花爆竹，该办迅速

组织工商、公安、安监、城管、民政、赤马
港办事处和营里社区联合开展执法行
动。

经调查，非法销售烟花爆竹的是赤
壁大道三国美食城附近的两家商铺，执法
人员当场收缴烟花爆竹共18件。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岁末年近，为给广大市民创造一个
更加舒适安全的生活环境，赤壁市禁鞭
办将对顶风燃放烟花爆竹、非法销售烟
花爆竹者严肃查处。

检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日前，

赤壁市组织专班对各乡镇（办）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情况进行暗访检查。

经检查发现，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
理整体情况较好，路面整洁干净，垃圾池
转运及时。但是仍有部分乡镇村庄生活
垃圾治理效果不理想，主要街道两侧有
明显垃圾，垃圾池没有及时清理，绿化带
内隐藏白色垃圾。检查组当场对治理不
到位的村庄进行了批评指正，并责令限
期整治到位。

近年来，赤壁市积极开展农村环境
整治工作，不断完善生活垃圾治理机制，
农村环境改善明显，取得较好成绩，老百
姓幸福指数持续攀高。

蒲纺工业园:
强化“两新”组织党建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黎琳报道：
“看，我们的支部党建也搭上了信息化的
高速列车。”湖北赤壁金泰资源纤维制造
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熊希陶点开党建
微信群，喜不自禁。

赤壁市开展“两新”组织“百日攻坚”
行动以来，蒲纺工业园区党工委高度重
视，及时在8家非公企业组建了党支部，
并借助微信平台，建立党建微信交流群，
加强各支部之间的联系，为企业支部和
党员提供了便捷的学习交流平台。

该微信交流群围绕园区党建动态、“主

题党日+”、非公企业按期换届等内容进行
宣传，及时上传相关文件精神、辅导资料、
学习方案和各支部的学习动态，为企业党
组织和党员打造了一条快捷便利的交流平
台。同时，蒲纺工业园区党工委还安排了
专人对该党建微信群进行管理维护，确保
该平台的思想性、权威性和安全性。

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
困难老党员足额缴党费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任宴东报

道：“是党员，就应该交党费。”赤壁市陆
水湖风景区办事处老党员潘世裔掷地有
声地说。

潘世裔1952年12月加入共产党，有

64年的党龄。老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
种疾病，家境并不宽裕，在每个月的退休
工资中，用来支付医药费就用去了大半。
在党费补缴自查的过程中，老人发现自己
要补缴90元党费，不顾行动不便，拄着拐
杖，来到党支部办理了党费补交手续。

支部工作人员考虑到老潘的实际困
难，建议他申请免交党费，但被婉言谢
绝。他认为，做一名合格党员，就要从主
动、及时、足额交纳党费做起。

桂花树社区:
失明老党员坚持“听”党课
本报讯 通讯员吴莉萍、赵昌石报

道：蒲纺工业园区桂花树社区双目失明的

老党员洪月娥多次在其丈夫的搀扶下参
加党员学习活动的举动在当地传为佳话。

洪月娥是原蒲纺集团一名退休职
工，因患脑肿瘤手术导致双目失明。在
社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过程中，
她一直坚持与其他党员一起学习，每次
都坐在后面认真“听”课。她的精神也感
染了其他党员，大家学习劲头更足了。

洪月娥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受党教
育多年的老党员，无论在职在岗还是退
休后，都要一直保持学习的习惯。尽管
她现在看不见，但她还可以“听”党课。
每次与在外地工作的儿女通电话，都会
叮嘱他们多学习，做一个自觉传递社会
正能量的人。

坚持党建领航 践行不忘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