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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全域旅游助推县域经济腾飞
2016 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47.06 亿元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报道：17 年前，
赤壁市官塘驿镇御屏山村是一个贫穷落
后的小山村。如今，该镇猕猴桃产品已远
销省内外，使该镇成功跻身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镇，还吸引了不少省内外游客
前来观光旅游、采摘。
从 2010 年起，官塘驿镇党委政府就
大力支持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引进专业猕
猴桃产业开发现代农业企业，围绕“标准
化、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发展思路，
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目前，该镇猕猴桃
种植面积已达 3500 亩，年产猕猴桃鲜果
3500 吨，实现产值 2.29 亿元，占全镇农业
经济总量的 35%。

官塘驿镇发展猕猴桃产业的做法，正
国家地理保护标志产品，羊楼洞茶业股份
是响应了赤壁市发展全域旅游的思路。
有限公司获批咸宁市首家国家农业产业
2016 年，赤壁市积极应对经济发展
化重点龙头企业。
新常态，认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转变发
同时，赤壁市加快了旅游业的发展步
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进农业产
伐。据湖北三国赤壁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业化与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进程。
总经理谢蕾萍介绍，2016 年，三国赤壁古
一方面，赤壁市充分发挥资源和区位
战场景区重点改造了景区江滩边的拓展
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
露营基地，增设了浑水摸鱼、低空及水上
以循环农业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着力转变
素质教育基地、大锅灶、烧烤营地等，将三
发展方式，通过建基地、强龙头、树品牌、
国文化穿插其中，让亲子、游学、企业拓展
抓改革等措施，促进农业向产业化、规模
等个性化旅游也成为景区的新热门。通
化、集约化、标准化、现代化转变。在一系
过努力，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从原来的年
列政策激励下，加快农业与文化、旅游等
20 万旅游人次，突破到 2016 年的 60 万
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了神山兴农、赤马港
人次，旅游经济收入也实现了翻番，突破
穗丰园、余家桥绿态果业等一批新型农业
至 5000 万。
经营主体，建成了官塘驿镇、车埠芙蓉村
赤壁市作为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在
等一批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新增农民专 “十二五”期间持续发力，借旅游业快速发
业合作社 52 家、家庭农场 6 家。砖茶农
展的东风，以旅游发展助推县域经济腾
业产业化示范园区被评为省级农业产业
飞。2014 年，赤壁市获评“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园，赤壁青砖茶、米砖茶成功申报
化示范城市”，是湖北省唯一得此殊荣的

县级市；2016 年初，赤壁市又荣列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城市。目前，
赤壁市已逐步成长为湖北旅游经济发展
的重要助推力量，打响了全域旅游“赤壁
之战”，努力把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打造
成
“全国乃至世界的旅游文化精品”，积极
对接
“一带一路”，加快建设万里茶道源头
旅游产品。
让城市变成景区，让乡村变成景点。
赤壁市大力开展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园
林城市等“多城同创”及旅游名镇、名村、
农家乐“三级联创”。一系列旅游基础设
施建成使用，涉旅乡村休闲点达到 300
家以上。
“一业兴”带动“百业旺”，赤壁市
蓬勃发展的旅游产业让万名群众在家门
口 就 业 ，让 小 康 梦 想 变 得 触 手 可 及 。
2016 年，实现旅游人数 826.7 万人次、门
票 收 入 1.13 亿 元、旅 游 总 收入 47.06 亿
元，被列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城市。

“三国”主题灯会
演绎浓浓年味

筑牢纪检“防火墙”
本报讯 通讯员纪甜一报道：自上月底，
《中国共产党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
（以下简称《规
则》）颁布以来，赤壁市纪委第一时间召开纪检监察干部专
题会，深学热议《规则》，确保纪检机关依规监督职能充分发
挥。
“打铁还需自身硬。
《规则》为纪检监察系统安上‘防火
墙’，使得纪检监察干部提升了自身
‘免疫力’。作为基层纪
检监察机关，将贯彻执行好《规则》，把严的要求贯穿于管党
治党全过程，以永远在路上的恒心和韧劲，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赤壁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方高文说。
赤壁市纪委要求，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要把学习贯彻《监
督执纪工作规则》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学思践悟、悟懂通透，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赤壁市委政法委

慰问见义勇为人员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春节前夕，赤壁市委政法
委组织看望慰问了该市部分见义勇为人员，为他们送去党
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慰问组一行先后前往蒲圻办事处、中伙铺镇、市公安局
等地，看望慰问勇救落水者的肖方清、陈才斌等见义勇为人
员，以及追捕逃犯过程中受伤的部分民警，与他们亲切交
谈，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为他们送上慰问金和新春
的祝福。
慰问组要求，见义勇为工作部门要积极争取并协调地
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其中的困难人员给予更多关心和
帮助，并呼吁全社会向见义勇为人员学习，大力宣传弘扬见
义勇为的良好社会风尚，
倡导社会正气，
增加正能量。

新店镇

农家书屋春节
“不打烊”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张亚莉报道：1 月 26 日，赤壁
市新店镇夜珠桥村农家书屋挤满了来
“取经”的村民。
针对春节期间大批返乡农民工、大、中小学生放假的现
状，新店镇 11 个村的农家书屋在春节期间全面正常开放，
做到过年
“不打烊”
，满足本地农民、大、中小学生求知需要。
近年来，新店镇按照
“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所有
书屋配备了实用图书 2000 余册，报刊 10 余种，大多数是
种、养(植)殖、科普知识、农业政策、家庭教育、法律知识等
非常实用的图书。更为可喜的是，部分村民通过在书屋里
学习，成为蘑菇种植、菜牛养殖的“土专家”，他们不仅领头
发展产业，还带领周边群众一起创业致富。

大年初一，以“赤壁借东风、鸡年行大
运”为主题的中国赤壁第二届三国花灯节
正式亮灯。
花灯节以三国历史文化为主线，以三
国人物、三国故事为主要内容，以传统花
灯、现代光影为呈现形式，通过传达传统
年味和情感的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三国赤
壁古战场，分享历史文化精粹，为游客提
供一道美味的文化大餐。
据介绍，此次“花灯节”将一直持续到
农历正月十五。
通讯员

赤壁深学《监督执纪工作规则》

熊 俊 李瑞丰
陈艺夫 摄

赤壁多部门联合

整治违法建筑行为

赤壁坚持
“输血”与
“造血”
相结合

赤壁构建长效机制

投入 1.5 亿助推精准扶贫

创建省级食品安全城市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为坚
持“输血”与“造血”相结合、推进专项扶
贫、实施整村推进，2016 年来，赤壁市制
订 了《赤 壁 市 扶 贫 项 目 和 资 金 管 理 办
法》，对扶贫项目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
理。
赤壁市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产业。市政府整合项目资金分别予以
奖补，确保每个村都有一个以上主导产
业，每户都有一项以上增收致富途径。

同时，为确保资金精准用在产业扶贫上，
赤壁市集中 80%以上的财政扶贫资金，
每个重点村分别安排资金 30 多万元，按
照“一村一品”培育主导产业，在重点贫
困村和老区村建立多种示范基地。
据统计，2016 年，赤壁市整合各类涉
农项目资金 4 亿元以上，其中用于精准扶
贫资金 1.5 亿元，大力推进了各乡镇产业
发展、贫困村饮水安全、村级道路和危房
改造、供电、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赤壁
作为全省首批 20 个省级食品安全城市创
建试点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省级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把它作为一项
重大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列入政府惠
民十件实事予以推进，并创建工作专班。
该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长效机制，
搭建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平台，在商
场超市、农贸市场、行政服务中心等地设
置了 5 台查询机，为消费者有效使用追溯

系统提供服务。同时，建立食品安全信
用体系，实施食品安全星级制管理，设定
星级否决项，对食品安全星级经营户进
行公开公示。
2016 年以来，
赤壁市共集中销毁假冒
伪劣和过期失效食品药品 186 个品种、约
7000余公斤，
创建示范餐饮服务单位6家、
放心食堂 2 家、
“明厨亮灶”
55 家、农村
“四
好”
食品示范店100家，
切实维护了食品市
场秩序和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春佳节，在人们合家团圆、尽情享受节日带来的喜庆与欢乐的时候，总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坚守在工作岗位，只
为让更多人能够过上一个喜庆、祥和、幸福的春节，
他们牺牲了小家，
幸福了
“大家”，
他们是 ——

春节里的一道风景线
通讯员
交警：
坚守岗位保畅通
春节期间，由于返乡人员和车辆呈现
井喷式增加，赤壁市城区多个路段交通拥
堵。为让市民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节日期间，赤壁市交警部门加强工作措
施，加大整治力度，制定了相应工作方案，
合理安排警力轮流换班执勤，确保城区交
通出行环境的畅通与安全。
正月初二，老影剧院十字路口，赤壁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莼川中队交警龙浩正
在马路中央指挥交通。春节期间，城区车
流量明显增大，为了整个城区的交通畅
通，龙浩和同事们不能休息，反而比平常
更加忙碌。
龙浩说，
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二点，
他
一直在路上执勤，
如果路面不堵车的话，
大
概一点钟能吃上饭。饭也只是在单位凑合，
回家吃饭是不可能的，
几乎没有时间回家。

马俊 袁野 钟晓阳

上班两年多，龙浩就没有回家过过
年。但他说，辛苦的付出能换来大家的一
路平安就是交警最大的幸福。
春节期间，赤壁市有 200 多名交警像
龙浩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城管：创造良好市容环境
为保持城市良好的市容环境，城管部
门工作人员也加强了巡街执勤，整治占道
经营、出店经营等现象，为市民创造良好
的出行环境和秩序。
赤壁市城管执法局路面大队大队长
吕建国说，虽然有点累，但能够为市民创
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无怨无悔。
市民们对城管人员坚守岗位，无私奉
献的付出和辛勤的工作纷纷点赞。一商户
说，我看他们城管在街上执勤蛮辛苦，都
是吃盒饭，一直到晚上九点多了，我关门
了都在执勤，向他们致敬，他们辛苦了。

医护人员：
守护群众健康
正月初一，赤壁市人民医院。虽然正
值春节期间，但是病房内仍然有不少病
人，医生护士们在床位间来回穿梭忙着照
顾病人，医生江爱民就是其中的一位。从
医 15 年，江爱民和同事们早就习惯了春
节值班，他告诉记者，过年时并不比平常
清闲，甚至还会更忙，有时候连喝口水时
间都没有。
“春节的时候也恰好是我们最忙的时
候，我们都不能向其他人一样休息。医院
也制定了很多详细的应急方案，就是为了
保证春节期间工作能够有条不紊的开
展。”江爱民说，虽然春节期间辛苦一点，
但看到每位病人康复出院，是医生护士最
感欣慰的事情。
环卫工人：
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河北大道是赤壁市城区的一条主干

道.正月初一上午 9 点，52 岁的环节工人
刘菊英正和工友们一起清扫道路。由于
春节期间垃圾增多，工作量是平时的好几
倍，为了确保这条主干道的环境卫生，她
要在早上 5 点到岗，晚上 8 点才能下班。
刘菊英已经这个岗位上工作了 30 年，每
逢节假日，她都无法和亲人团聚。
谈到工作辛苦时，环卫工人刘菊英
说：
“ 虽然春节期间是环卫工人最繁忙的
时候，但为了给广大市民一个整洁干净舒
适的环境，再苦再累我们也应该。
”
春节期间，赤壁市有 700 多名像刘
菊英一样的环卫工人，默默坚守在工作
岗位上，负责城区 350 万平方米的作业
面积，平均每天出动清扫清运车辆 200
台次，清运处理垃圾 350 吨。他们用自
己的坚守和奉献，成就了赤壁的整洁和
美丽。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
1 月 25 日，
赤壁经济开发
区、赤马港办事处、市公安局、国土局、城管执法局、
城投公司
等单位联合开展国土抢栽抢种专项整治行动，
依法严厉打击城
区规划区征地过程中抢栽抢种、
违法占地、
违法建设等行为。
此次行动共出动近 200 人，先后对体育中心近 360 亩、
赤壁经济开发区纵一路和外环一路 500 亩和七号路地块两
侧已征用土地上的农田违建和抢栽抢种树苗进行依法拆
除、移除，共移除违规栽种树苗 8 万余株。
清理行动中，工作人员对村民抢栽抢种行为进行了宣
传、劝导、教育，责令其立即整改，整个清理过程中程序到
位、执法合理，有效遏制和震慑了违法违规“抢栽抢种”现
象。

黄盖湖镇低保对象别苹娥

拾金不昧传佳话
本报讯 通讯员朱言钦报道：春节期间，赤壁市黄盖湖
镇付家垸村低保对象别苹娥拾金不昧的行为被乡亲们传为
佳话。
别苹娥从小因患脑膜炎，在治疗中留下后遗症，丧失劳
动能力，靠低保金和自己拾荒过生活。正月初二下午四时，
她像往日一样，在镇街道捡拾饮料瓶、纸盒等物品，意外在
路边拾到一个钱包，内有近 3000 元现金、银行卡、购物卡等
物品。由于她不识字，便迅速找到自己的哥哥，看能不能找
到失主。
别苹娥的家人根据钱包里的身份证、车票等信息，很快
就联系到了失主田先生。据街坊邻居介绍，别苹娥在拾荒
时，时常拾获手机、现金等物品，都主动寻找失主，被人们亲
切地称为
“活着的雷锋”
。

1 月 18日，
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忙
碌。该公司地处中伙工业园，
总投资8000万，
是一家生产销售
离型纸、
不干胶纸、变性淀粉、缠绕膜等产品的多元化企业，
2016年3月投产，
当年完成产值5000万元、
税收150万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