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部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组稿：彭志刚 黄富清 余俊辉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7年2月17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食用菌种植
助农增收

日前，新店镇望夫山华丰食用菌农
业科技园内，工人们正在大棚内采摘各
类食用菌。

该项目由华丰食用菌合作社投资
500余万元新建，规划占地500亩，已建成
80亩、20多个钢架大棚，1个加工厂房和1
个冷库，通过“合作社十基地十农户”的
模式，吸收农民加入合作社，带动周边老
百姓进行家庭种植，年产值达 300 余万
元。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市人民医院

坚持“学”“做”在一线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7天时间接诊

3028人次，抢救重症患者32人，平均每天432人次，日均
抢救4人次，日均手术8人次。”这是赤壁市人民医院2017
年春节7天时间的接诊统计数据。

为较好解决春年期间各种疾病突发多发、接诊量剧增
问题，该院号召全院228名党员“学”在一线，“做”在一线，
确保患者24小时能得到有效救治。作为党员的院领导、科
主任、护士长坚持以身作则，对值班、交接班、危重病人管
理、安全设施、组织物资调配等环节加强检查督查，确保医
疗救治力量充分，急诊急救设备、药品、备血充足；各支部党
员充分发挥示范作用，自愿放弃休息，主动要求加班值班。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该院突出“深学”“实
做”，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

赤壁森林公安

查获一起非法捕猎案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秦慧霞报道：日前，赤壁市森

林公安局查获一起非法捕猎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件，成功
解救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猴面鹰三只。

近日，市森林公安局接群众举报称车埠镇盘石村有人
设网捕鸟。接举报后，该局立即派民警前往现场进行调查，
发现在村庄附近的稻田里，捕鸟网多达30余处，在一些捕
鸟网上还有不少鸟类，其中包括猫头鹰等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以及省重点保护动物。民警当即对捕鸟网进行了拆除，
将活体鸟进行紧急救助，死体鸟依法收集作为证据。

此次行动查获野生鸟类共计94只，包括猫头鹰、猴面
鹰、鹰隼、斑鸠、喜鹊、画眉、麻雀、乌冬等，仅2只猫头鹰、1
只猴面鹰存活。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森林公安局已经初
步锁定犯罪嫌疑人，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调查中。

赤马港办事处

整治“抢栽抢建”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万绍武报道：日前，赤马港办事处联合

城投、公安等部门，对木田畈社区已征地块抢栽抢建行为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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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大建设的推进，为了防止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居
民在已征地块抢种树苗，近期，赤马港办事处多次组织开展
专项整治行动，保持打击违法高压态势，目前累计移除抢种
树苗近40万株。

同时，为避免社区居民抢种树苗给自身造成更大经济
损失，办事处干部还积极前往居民家中走访，通过谈心、劝
导，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违法抢种行为的错误，确保违法抢种
行为不再发生。

老党员石会丙

乐做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任宴东报道：“要是没有丙伢

子，真不晓得日子怎么过……”97岁的李奶奶拉着陆水湖
风景区办事处水浒城村石家岭小组长石会丙的手不肯放开。

石家岭现有住户30多家，8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8人，
不经常走家串户看一看，帮助村民解决点小难题，有着多年
党龄的石会丙总是放心不下。

2月6日下午，石会丙又爬上石家岭的大山义务抽水。
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件重复了近百次的小事。村里改水，建
起了蓄水池，满池水可供全村用上10天，4年来他坚持义
务为村民抽水。为了修好通组公路，石会丙带领党员群众
仅凭锄头扁担、肩挑背扛，把路基全部整修到位。

20多年来，石会丙坚持为群众办好事、做实事，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陆逊湖村

围绕“+”字做文章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刘晓茜报道：近日，赤壁市赤

马港办事处陆逊湖村党群服务中心的门口热闹非凡、欢声
笑语，满场子的群众正在观看文艺表演。

原来是该村党支部“主题党日+”六事联动规定动作完
成之后，组织村子里的民间文艺演出队进行文艺表演，把

“+”字文章做得更加有特色。
这支民间文艺演出队由该村妇联主任邹菊珍组织，由

党员干部和民间文艺能人自愿组成，以划采莲船、说唱等形
式走访表演。通过文艺表演的方式，既给群众带来了快乐，
又宣传了讲文明、树新风、做遵纪守法好公民的理念，丰富
了群众的精神生活。

“赤壁茶企在茶叶杀青环节采取煤改
电，平均每斤干茶成本降低6分钱，品质
还大幅提升，有的超过欧盟进口食品标
准。”7日，赤壁市青砖茶科研所所长雷该
翔说，可别小看了6分钱，以去年赤壁年
产3.7万吨干茶计算，全行业降低成本
400多万元。

电能杀青，
成本污染双降

赤壁是中国青砖茶之乡和欧亚万里
茶道的重要源头之一。

近年来，赤壁茶企遭遇人工、房租、
设备、营销等多项成本上涨难题。比如，

一个茶叶采摘工去年日薪已涨至 200
元。

茶企降成本的空间在哪儿？该市茶
产业局与茶企从制茶环节挨个动脑筋。
砖茶制作的首个环节是杀青。多年来，杀
青机是用煤、柴火加温，还得人工值守观
察，随时添加煤、柴火，以保持二三百度的
高温。“能不能换成电能杀青机？减少污
染和人工成本。”

思路提出来，不少茶企心里打鼓：烧
煤烧柴千百年了，换成电，品质会不会降
低？还有，电费说不定较贵，更换变压器、
线路也是一笔开支。

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上门给茶企
吃定心丸：为鼓励煤改电，更换变压器、
电线由供电公司申请专项资金负担。
对茶叶初制环节执行农业生产电价
0.558元/度，每度电价比工业用电低0.3
元左右。

十二连“吃螃蟹”，
品质意外达到欧盟标准

2015年底，赤壁十二连茶场老板戴
达武成为第一个尝鲜者。

戴达武花了4万多元购进一台新式
电杀青机，去年春季一试用，结果令他意
想不到。

他把细账掰开一笔笔算给记者听。
电杀青机可自动运行，不需要人工值守，
节约2万至3万元工资。电杀青机可保
持恒温，减少了鲜叶的损耗。同样的热
值，农业电费比煤价便宜，而且节省运
费。原来烧煤的杀青机，因温度不均匀，
二三年就得更换，电杀青机虽然价格贵，
但寿命长。

去年，十二连茶场制作每斤干茶节约
能源成本0.18元左右，以年产60万斤干
茶计算，节省10多万元。

更让老戴想不到的是，原来烧煤时，

茶叶有一项指标“蒽醌”老是略高于欧盟
进口食品标准；改用电后，蒽醌指标意外
降 到 0.005mg/kg，远 低 于 欧 盟 的
0.02mg/kg标准。目前，十二连茶场的茶
叶已提供给赤壁大型茶企，准备出口欧盟。

雷该翔分析，蒽醌是一种醌类化学
物，在自然界广泛存在。根据国内最新研
究成果，原来茶厂烧煤会有烟尘，如今用
电后烟尘消失，或许是这个因素导致蒽醌
减少、品质提升。

十二连“吃螃蟹”的效果不错，去年一
大批茶企纷纷仿效。据赤壁市供电公司
介绍，目前已有羊楼洞茶业、洞庄茶业等
26家茶企实行煤改电，占全市42家茶企
的一大半。为帮扶企业降成本，上百万元
电力改造的材料费由电力部门埋单。不
久的将来，随着“以电制茶”技术的推广，
青砖茶的品质将更纯正，赤壁“砖茶之乡”
的品牌将更响亮。

赤壁26家茶企杀青环节实行煤改电，改出意外好品质——

青砖茶演绎降成本大戏
湖北日报记者 江萌 通讯员 谌胜蓝 马玲

赤壁市3项目入围2017
年省级重点建设项目库
本报讯 通讯员舍予报道：日前，省发改委公布

2017年省级重点建设项目计划和重点前期推进项目
计划，赤壁有3个项目名列榜单。

其中，维达力赤壁电子玻璃产业化二期（投资规模
10亿元，2017年计划投资1亿8000万元）入围全省重
点建设计划项目，羊楼洞古镇旅游景区（投资规模20
亿元）、赤壁长江公路大桥（投资规模29亿9000万元）
列入全省重点前期推进项目计划。

近年来，赤壁市一手抓现有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强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步伐。
同时，围绕“四个基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新兴
产业、现代服务、农业、城乡建设、社会事业等七大领域
开展招商引资，实施“延链补链”招商，在重大项目引进
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13日，羊楼洞茶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蒙顶山茶交所战略合作签约暨“羊楼洞国
礼纪念茶”上市仪式在羊楼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举行。

蒙顶山茶叶交易所是由国资控股，经国家工商总局
核名、证监会牵头的国务院24部委部际联席会议验收
保留的国内首家茶叶类大宗商品交易所，2016年全年
交易额已突破1106亿元，实物交割15.2亿元。羊楼洞
茶业股份有限公司是赤壁市一家集茶产品研发、生产、
加工、销售、茶楼经营、茶文化产业和生态旅游观光于一
体的多元化省级茶产业重点龙头企业。签约后，双方将
在产品入驻、茶交所湖北运营中心的设立、品牌推广、仓
单金融开发、茶园众筹等方面开始深入合作。

签约仪式上，蒙顶山茶叶交易所与羊楼洞茶业股份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发展历程和近况，
并进行了战略合作签约，见证了“羊楼洞国礼纪念茶”上
市鸣锣。

仪式结束后，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朝曙与蒙顶
山茶交所总裁傅元森一行就茶叶原材料管控、茶园规模
化建设、茶产品质量标准建设、经营体系建设、价格体系
建设、交易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朝曙表示，赤壁将进一步加强青砖茶生产标准化
建设，包括茶产品安全体系、监测体系、溯源体系建设。
用一片茶叶、一条茶道、千年古镇打造百亿茶产业。同
时，扩基地、强龙头、挖掘历史文化、擦亮品牌，把茶产业
发展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加快打造赤壁全域旅游格局，
全力支持茶产业做大做强，复兴万里茶道。

羊楼洞茶业与蒙顶山茶交所展开战略合作
“羊楼洞国礼纪念茶”同期上市

赤壁市纪委监察局

开展干部监督专题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纪甜一报道：

2月10日，赤壁市纪委监察局邀请咸宁
市纪委干部作干部监督专题讲座。

讲座针对准确把握纪检监察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和当前纪检监察系统
和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和腐败
风险，以及明确政治使命、强化政治担当，
真正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三个方面问题，
作了深入系统的阐述。

赤壁市开展春季干部监督专题讲座，
旨在促使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准确把握上
级纪委对做好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从政治、思想、作
风、能力等方面做到全面过硬；持续改造
思想，改进学风，增强定力，净化朋友圈、
生活圈和社交圈，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

寞；提高履职能力，努力打造一支忠诚、干
净、担当的执纪监督“铁军”。

据了解，从正月初八至正月十四，赤
壁市纪委监察局以开展“赤壁纪检讲坛”
活动为平台，通过班子成员领学、业务骨
干讲学、全体干部研学的形式，认真谋划
2017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思路，为推动
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
展提供思想和队伍保证。

赤壁中小学

举办师德专题培训会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騉、胡

新华报道：“人勤春来早，春来人更勤。”
2017年春季开学伊始，赤壁市各中小学
开展了“忠诚履职，爱生乐教”为主题的师
德专题培训。

连日来，在师德专题培训会上，全市

各校组织教师深入学习中央“八项规定”
和“六项禁令”、《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教育部关于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
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赤壁市教育
局规范教师教育教学行为的暂行规定》等
政策文件，引导广大教师依法履行教师职
责和义务，争做忠诚履职，爱生乐教的好
教师。

此次培训为期三天，各中小学还将开
展专题学习教育、“师德师风八查八看”、
优秀教师事迹宣讲、“忠诚履职、爱生乐
教”大讨论和师德述职等活动，并要求每
一位教师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撰写出体
会文章，签订师德师风承诺书。

赤壁地税局

增强干部消防安全意识
本报讯 通讯员吴学军报道：为增强

赤壁地税干部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
防火灭火知识，提高消防技能和应付突发
事件的能力，2月10日，该局邀请咸宁市
社安防火中心教官前来进行消防安全知
识讲座。

讲座结合近年来的典型火灾案例，以
真实火灾场景，向地税干部职工讲解火灾
的类型、火灾的防范、生活常见火灾灭火
技能、火场逃生疏散技巧、以及消防设施
的正确使用方法，并采取互动的方式细致
演示灭火器、灭火毯、防火面罩的使用要
点。深入剖析火灾发生的原因，充分强调
火灾的无情与危害，让在场的人员深刻认
识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性。

在触目惊心的画面和数字面前，全体
干部职工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纷纷表示：
这样的消防安全培训非常重要，通过参加
培训，进一步增强了消防安全意识，提高
了防火救灾和自救能力。

新年呈现新气象 集中培训谋新篇

赤壁举行公益金发放仪式

53万元救助“两癌”妇女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2月9日，赤壁市举行“贫

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发放仪式暨两癌防
治知识宣讲活动，现场发放救助资金53万元。

全国妇联、中国妇基会实施的“两癌”普查项目和“贫困
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是造福千万妇女和家庭的民心工
程，也是党和政府关怀爱护妇女群众的暖心工程。赤壁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开展妇女“两癌”救助的宣传、普
查、摸底、核实、上报工作，救助行动优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
庭、农村低保家庭的患病妇女进行救助全覆盖。

此次活动，集中为53名患病贫困妇女发放了53万元
救助公益金，每名患者1万元，鼓励她们积极治疗，争取早
日恢复健康，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