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报道：日
前，赤壁市物流企业参与起草的“农村三
级物流配送服务规范”等3个省级地方标
准，通过省专家组评审，成为全省试点示
范项目。

“以前农民从事电商、超市经营，不是
货找不到车，就是车找不到货。快递公司
通常只将货物送到镇里，一些偏远农村群
众到乡镇取寄货物要跑20公里。”湖北康
华智慧物流园常务副总经理谢守志认为，
赤壁创新农村交通物流体系，将有效解决

由于缺乏信息平台、造成物流成本增加的
制约瓶颈。

17日，记者在赤壁康华物流园信息
交易中心的大屏幕上看到，多条卡车找货
的信息不停地闪烁着，格外引人注目。谢
守志说，这就是该物流园的货车版“滴滴
出行”，客户只要登陆网站，车找货、货找
车的信息一目了然，从而实现农村运力和
需求的对接匹配。

为发挥物流信息平台的“撮合”作
用，最大限度地降低物流成本，近年来，
赤壁市针对以前各大物流公司的编码只
编到乡镇一级，没有编到村组的实际，特
在全市设立了140个村级服务站，以覆
盖全市90%以上村组的物流编码，推动
物流信息共享。同时，在康华物流园设

立分拨中心，每天由各大物流、快递公
司先将货物送到分拨中心，按乡镇、
村编码一一归类后，再由物流车每天
送至村级服务站，并顺道带回农民要
寄送的货物。

“这一运行模式的最大好处就是，既有
效避免了各物流、快递公司自建分拨中心
和招聘快递员，造成物流成本扩大的矛
盾，又在促进工业品进村、农产品进城方
面，搭建了一个最便捷的通道。”在该市官
塘驿镇农村物流综合服务站，一名百世汇
通快递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有了
这个农村三级物流配送平台，该公司今年
收寄快递的起步价也由原来的12元降到
了10元。

据了解，正是有了这个全新的物流运

营模式，使得该市今年农村每单货物平均
物流费用下降了约20%，一些边远村组
的物流费更是下降了50%。

借此东风，该市围绕打造全国物流网
络重要节点城市目标，及时制定出台了
《关于支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并设立1000万元发展资金壮大物流业，
力争用五年时间，把赤壁打造成华中地区
现代物流基地，到2020年全市物流业增
加值达60亿元，占地方GDP比重达11%。

目前，该市已建、拟建的大型物流园
区达7家，物流企业达63家，不仅大润发
华中区物流中心将在赤壁建成运营，而且
赤壁的农村物流三级配送体系建设经验，
也被交通运输部列为今年在全国推广的
典型案例。

开通信息平台 投入发展资金 实行三级配送

赤壁农村物流搭上“滴滴货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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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赤壁市新店镇文体中心组织民间书法爱好者为
群众书写春联活动，在夜珠桥村广场举行。累计为军烈
属、留守妇女和困难家庭赠送春联320副。

通讯员 罗小民 张亚莉 摄

检修路灯
迎新春

18 日中午，在赤壁市广播电视台门
前路口，供电公司员工正冒着严寒，站在
10米高的路灯作业车上检修路灯。

为确保市民过一个绚丽多彩的春节，
自2016年12月下旬开始，赤壁供电公司
组织员工加班加点对全市主、次干道的路
灯设施进行集中排查，并对变压器、控制
配电箱、电缆接线井、灯杆检查门等供电
设施进行全面检修，以消除隐患，保障春
节期间安全运行。

通讯员 黄富清 李攀龙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12日，
赤壁市举行首套“茶文化”主题明信片发
行暨“中国茶文化”电话卡集展示活动。

以“美丽赤壁－诗茶之乡”为主题的
首套“茶文化”主题明信片，图案分别是：
万亩茶园、羊楼洞古街、老知青茶庄、老
青砖茶、赤壁茶馆、赤壁摩崖、赤壁全貌
等，具有浓厚的茶文化历史底蕴，其独特
的纪念和收藏价值，是传递问候与祝福
的沟通桥梁；茶主题的电话卡以茶史、茶
源、茶品种、文化茶、茶艺术、茶具等为标

题制作，全面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内涵
与发展历程。

近年来，赤壁市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大力弘扬茶
文化，广树赤壁青砖茶品牌，有力促进了
赤壁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升。此次首套

“茶文化”主题明信片发行暨“中国茶文
化”电话卡集展示活动，不仅是对传统茶
文化的传承，更是推动赤壁茶文化走向
全国，铸就万里茶道源头新辉煌的有益
尝试。

赤壁发行首套主题明信片

弘扬青砖茶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舍予报道：日前，咸

宁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咸宁市“三万”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联合发布的《关于2016年下半年“最洁净
村庄”评选暨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考评情况
的通报》显示，赤壁市柳山湖镇宝塔山村、
车埠镇梅湖村分别以95分、90分上榜，
成为全市2016年下半年“最洁净村庄”，
其中柳山湖镇宝塔山村排名第一。

2016年，赤壁市扎实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工作，努力通过加大农村环卫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完善农村清扫保洁
制度，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体系，
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村庄垃圾清理和环境
整治工作，使农村积存垃圾和暴露垃圾明
显减少，村组环境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提
升。

同时，各乡镇积极探索建立保洁清运
的长效机制，不断做好宣传教育推广工
作，不断提升群众环境卫生保护意识，从
而为“最洁净村庄”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
想保证。

宝塔山村和梅湖村

入选“最洁净村庄”

本报讯 通讯员彭海社、张薇报道：
16日下午，笔者从赤壁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获悉，发生在该市107国道茶庵岭路段
的“1·1”重大交通肇事逃逸案宣告破获，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1月1日18时，该市交警大队接到报
警称：107国道茶庵岭镇白石村11组一女
子吴某被撞当场死亡，肇事司机驾车逃逸。

接警后，该大队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组织警力全力侦查，通过对案发时段通过
案发现场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一一排查寻

找线索，提取沿线视频进行分析，以及对
现场提取的车辆碎片进行研究分析等，最
终确定肇事车辆为摩托车或电动车之类
的车辆。

在咸宁市公安局支持下，经半个月全
力侦查，于1月16日下午成功抓获犯罪
嫌疑人陈某、熊某。陈某归案后，对交通
肇事逃逸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据陈某交待，为毁灭证据逃避打击，
他于事发第二天上午将号牌为鄂L6P826
三轮车卖给废品收购站进行拆解销毁。

交通肇事逃逸15天
交警布网擒获嫌疑人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张亚莉报
道：层林尽染的大山，碧波清流的小溪，平
坦干净的村路，整齐划一的民居……这是
笔者日前在赤壁市新店镇见到的秀美图
画。

为打造美丽宜居的农村环境，近年
来，新店镇党委坚持把推进农村整体环境
治理、加快“宜居乡村”建设作为一项重点
民生工程来抓。不仅聘请武汉大学规划
设计院专业人员对全镇11个村的“宜居
乡村”规划进行统一设计，还配备村组保

洁员48名，购置保洁车20台，初步建立
起有制度、有队伍、有设施、有经费的“四
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体系。

同时，该镇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卫生厕
所改造工作，使村组道路两侧的柴草堆、
柴垛、牲畜粪便和牛圈、猪圈得到规范治
理。

截至日前，该镇已先后在各村栽植绿
化树木45000余棵，种植花草35000余
株，绿化总长度达36公里；安装太阳能路
灯68盏。

新店镇

着力打造宜居乡村

本报讯 通迅员徐泰屏报道：日
前，赤壁市神山镇文清村金果源现代农
业有限公司 1000亩水果种植基地里，
20多位村民正在抢抓雨后放晴的天气，
忙着打凼整地，为春后栽植特色果苗作
准备。

去年下半年，金果源现代农业有限公

司投资500余万元，完成了1000亩果业
基地的土地流转和土地整理工作后，便把
种植蓝莓、杨梅、樱桃、黄桃、葡萄、猕猴
桃、枇杷等精品水果发展规划，列入种植
议程，力争2018年见果、2019年受益。

神山镇位于西凉湖南岸，山水资源
丰富，是赤壁市传统农业大镇和全省水

产品产量 50强乡镇。近年来，该镇党
委、政府围绕“优质稻、水产、茶叶、猕猴
桃、苗木”五大产业板块，采取“基地＋农
户＋加工企业＋水果超市品牌直营”的
经营模式，以建设“春赏花、夏耕耘、秋摘
果、冬随俗”的休闲观光农业为目标，着
力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基地，促进农业增

产增效。
目前，该镇在初步建成1万亩猕猴桃

生产基地和1万亩金龙苗木生产基地的
基础上，于2016年下半年又在文清村挂
牌成立了“金果源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
洪岭村发展“三红蜜柚基地”300亩，使全
镇现代农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打造果业基地 擦亮观光品牌

神山镇力促农业增产增效

赤壁公汽总公司抓安全督查

全力打造平安春运
本报讯 通讯员徐勇、马俊报道：13日，是2017年春

运第一天。赤壁市公汽总公司召开春运动员大会，动员公
司上下围绕“平安春运、优质服务”主题，全力唱好春运重
头戏，确保春运安全。

该公司针对春运高峰期日发送乘客可达16万人次的
实际，提前谋划、积极部署，不仅制定出台了领导干部值班
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还提前做好了特殊天气
的春运应对预案，督促各级管理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深入
春运一线，加强现场监管，灵活调度车辆。同时，加大运力
投放，合理编制并严格执行行车作业计划，全面做好车辆
的保养和维修，合理安排车辆运营，最大限度地提高车辆
使用效率，确保春运期间乘客走得了走得好。

赤壁市纪委

关爱退休纪检干部
本报讯 通讯员纪甜一报道：“反腐永远没有终点，倡

廉永远是立党的命根。”日前，赤壁市纪委退休干部高爱
莲一边欣赏着自己刚创作的诗歌作品，一边与奋战在一
线的纪检干部分享反腐工作经验。

退休多年的高爱莲喜欢写诗词，退休后一直关注纪委机
关廉政文化建设，并经常把自己创作的廉政诗歌送给机关干
部，让年轻干部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近年来，赤壁市纪委积极为老干部发挥政治热情拓宽
渠道，不仅邀请老干部列席参加市纪委监察局重要会议、
重大活动，还定期召开老干部座谈会，通报近期党风廉洁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吸纳老干部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在
春节、重阳节等重要时间节点看望慰问老干部，了解他们
的生活和身体情况，并通过组建老干部廉政宣传员队伍，
不定期组织老干部学习政治理论，开展学习大讨论等，为
正能量点赞，为好声音喝彩。

赤壁工商走访慰问帮扶对象

给困难群众送温暖
本报讯 记者黄柱 通讯员张杰报道：“您们不仅帮我

解决了生产困难，还给我送来春节生活物资，这样的帮扶真
是温暖……”日前，赤壁市工商局局长张建武深入车埠镇鸡公
山村走访慰问时，6组村民田菊香拉着他的手，连声道谢。

田菊香是鸡公山村的贫困户，因长期腿脚不便，不仅
收入微薄、生活贫困，而且家中房屋也破旧不堪。赤壁市
工商局精准扶贫工作队进驻该村后，协助村组将她家列入
危房改造工程，并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修葺，生产
生活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为帮助结对帮扶的贫困对象过一个幸福祥和的春节，
缓解贫困户生产生活困难，目前，该局筹措1.3万余元购置
的91袋大米、182壶食用油，以及90余份精准扶贫政策宣
传册，已全部发放到91户困难群众手中。

市供电公司排查隐患

迎峰度冬保供电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入冬以来，赤壁市供电

公司本着早部署、早安排的工作原则，组织各乡镇供电站
所，扎实开展线下树障清理工作，为迎峰度冬和春节期间
电网平稳运行保驾护航。

针对大风雨雪等恶劣天气，极易造成树木对导线放
电、超高树木倾倒砸线等情况，赤壁市供电公司决定对全
市中、低压架空线下保护区内树木开展大规模清理，以确
保树木在恶劣天气情况下不触及线路绝缘导线，保障线路
通道畅通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累计处理隐患294处，清理线下树
竹障31.28万棵。

赤壁交警积极护航春运

“五个强化”保畅通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日前，赤壁市交警大队围

绕“防事故，保安全，保畅通”的工作目标，及时成立工作专
班，严防严管，全力营造安全畅通的交通出行环境。

春运期间，赤壁市交警大队将按照“走得安全、走得放
心、走得畅通”的工作要求，围绕“五个强化”目标，加大警
力值班值守力度，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五个强化”即是：强化人、车的管理，保障驾驶人有资
质，车辆状况良好；强化民警驻扎，确保不合要求的车辆不
能上路；强化安全服务，实行交通安全服务站全员站岗热
情服务，全天候严格检查，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强化路面管
控，实行24小时巡逻；强化执法，以客运车辆为重点，加强
重点时段、重点路段的管理，严查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