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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本报讯 通讯员王万里报道：“我们
计划对矿山的边坡以及台阶面进行修
整，再覆盖上黄土、打草籽、并选择适合
当地的树种种植。”日前，华新水泥（赤
壁）有限公司矿山分厂副厂长征玮指着
土地复垦规划图说，该厂将采用国际先
进的矿山复垦技术进行复绿，使其最终
达到国家级绿色矿山标准。

近年来，华新水泥（赤壁）有限公司
在矿石开采过程中，采用最新逐孔微差

爆破作业，把炮震影响降低到最小范围，
尽量减少对山体、植被的破坏。同时，通
过草、灌、乔立体栽植模式，逐步恢复老
矿区植被。

同样，以生产建筑和钢辅石料为主
的赤壁金家山矿业有限公司从2015年
起，就开始了矿山复绿工作。

“我公司秉承安全矿区、绿色矿山、
有序开采的发展理念，依据矿山治理方
案，参照林业部门植树造林要求，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的原则，调用挖掘、洒水等
机械，挖掘梯田、平台、疏松土质，种植栾
木、酸枣等耐旱耐贫瘠的乡土树种。”赤
壁金家山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糜金玉
说，该公司的复绿植树工作正按计划有
序开展，目前矿区复绿面积已达40多亩，

预计到2020年全面完成矿山复垦，林地
面积将达到200亩以上。

在赵李桥镇柳林村，有一座27年开
采历史的老矿山，由于开采工艺落后，矿
场2014年被政策性关闭。2015年，该村
结合矿区周边有机生态农业建设，对矿
山进行填整，还种植了映山红、紫薇、桂
花、香樟，走旅游、健身、休闲产业开发之
路，使原本岩石裸露、寸草不生的山体重
新焕发绿色生机。2016年，柳林村还成
功申报国家绿色旅游乡村。

“我们成功申报国家绿色旅游乡村
后，把关闭的废弃矿山充分利用起来，并
进行平整、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赵李
桥镇柳林村党支部书记饶楚新说，计划
用4年时间把柳林村打造成集旅游、健

身、娱乐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村。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条件，为保护和改善自然资
源和生态安全，近年来，赤壁市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逐步限制和关闭小矿山，并按
照“边开采、边治理、边复绿”、“因地制
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对具备林业生产
条件的矿区进行恢复治理，打造集约、高
效、清洁环保的绿色矿山，实现矿业可持
续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

赤壁市林业局局长方育才说，该局以
“绿满荆楚”行动为契机，按照“生态第一”
的总体要求，采取“开采与复绿同步”的方
法，今年共栽植苗木8万多株，播种草籽
300多公斤，完成矿区复绿500多亩，实现
了林地损害最小化，生态修复最大化。

林地损害最小化 生态修复最大化

赤壁矿区焕发绿色生机

3月8日上午10点20分，一辆绿色
的邮政专用车正在蜿蜒起伏的通村公路
上行驶着，车经过一个小山村时，突然被
被一位怀抱着一个3岁左右小男孩的中
年妇女拦停了，她急切地说：“孩子注射
先锋霉素过敏，请带我们去神山镇医
院！”

“赶紧上车吧！”坐在后排的一位女
工作人员打开车门，中年妇女抱着孩子
跟一位老年妇女一起上了车。

“镇医院医疗条件不是很好，是否需
要去市里的医院？”车子启动前，女工作

人员关切地问道。
“市医院离得太远，先就近去神山医

院再说，请你帮我给神山医院的一位亲
戚打个电话，要他先做好抢救的准备。”
接着，中年妇女报出了亲戚的手机号码。

司机全神贯注加大油门朝神山镇
卫生院疾驰着，怀抱里的小男孩病情越
来越严重，脸色越来越青，眼睛无力地
闭上了，拳头越攥越紧，中年妇女和老
年妇女见状，越发着急，带着哭腔一声
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直叫得车上的人
撕肝裂肺。

不到十分钟，这辆绿色的“救护车”
就风驰电掣般到了神山镇卫生院，中年
妇女的那位亲戚与其他医生一起守在医
院门口，一把将患儿抱下车去。

到这里，绿色“救护车”的使命似乎
已经完成，但是车里的三个人的心却并
没有完全放下来。

打开车门的那位女工作人员名叫王
琴，是赤壁市邮政管理局市场部的副经
理，他们一行三人，是在从中伙铺支局抄
近路赶往神山支局开展普服工作检查的
途中遇到患儿的。检查完神山支局，他

们又赶往下一站官塘支局。途中，他们
还在念叨着“不知那个孩子怎样了！”检
查完官塘支局的工作，已是下午一点，顾
不得饥饿，王琴拿出手机给神山卫生院
的那位“亲戚”打了过去：“您好！我是赤
壁邮政局的，上午十点多钟，我们的车子
送过一个打针过敏的孩子去你们医院急
救，请问现在孩子的情况怎样？”

“经过抢救，孩子已经脱险了，谢谢
你们，谢谢你们！”

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的心才
完全放下来。

邮车变身“救护车”
通讯员 唐小平

木田畈社区党员

争当爱心排头兵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刘霞报道：“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噩运发生在赤马港办事处木田畈社区11
组居民陈政身上。陈政是一个小学四年级学生，刚满10
岁，不久前检查出患有脑癌，巨额的治疗费用，让原本就清
贫的家庭不堪负重！

恶运同时也降临到13组居民周丽的身上。周丽，女，
今年28岁，因先天性心脏病复发住院。其丈夫先天口吃、
智障，系本社区低保户，经济上十分拮据，周丽的病倒让原
本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知情况后，木田畈社区党总支
决定组织爱心募捐活动。在三月份“主题党日”最后一个环
节，社区党员一一将手中的“真情”投入捐款箱，到场参与党
员53人，募捐所得共计2630元，部分未能到场的党员也通
过社区发起的“轻松筹”捐款表达爱心。

黄盖湖农场

落实巡察组整改意见
本报讯 通讯员朱言钦报道：日前，由咸宁农管局带队，

黄盖湖农场组织涉农单位负责人、农业职工代表，前往潜江、
荆门两市农场考察，学习兄弟农场国有土地管理经验。

这是该农场针对去年底，咸宁市委第二巡察组在巡察
过程中，对该农场国有土地管理存在不足提出整改意见后，
举一反三，逐一列出问题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
措施和整改时限，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学等方式，实行倒销
号全面落实整改。

下一步，黄盖湖农场将进一步完善国有土地“两田制”改
革，将国有土地的管理纳入法制化、正规化科学管理的轨道。

赤壁物流局

推行一线工作法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赤壁市物流局把3月份定

为基层工作月，该局班子成员深入村组农户家中、物流运输
企业等走访了解农村物流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前期的走访过程中，该局本着“力量在一线倾斜，问
题在一线解决，感情在一线融合，干部在一线检验，形象在
一线树立”宗旨，通过广泛宣传政策，了解民情，回应诉求，
化解矛盾等手段，着力解决快递三轮车参差不齐、无统一标
识；三轮车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存在安全隐患；以及
农村三级物流体系需要完善等问题，让赤壁市农村三级物
流服务水平更上一层楼。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3月10
日，在赤壁市柳山湖镇易家堤村村级服
务站，笔者看到该村大学生村官小董高
兴地领到了从老家安徽寄来的包裹。

小董介绍，现在赤壁的乡村物流方
便快捷，家人过段时间就寄些土特产过
来解乡愁。

确实，如今赤壁的农村物流与城里
没有两样。柳山湖镇距赤壁市40公里左
右。柳山湖和赤壁镇两镇相邻、均离易
家堤村在5公里以内，均有物流公司，公
司投递员可以把村民购买的货物准确无

误地送到农户家里。即便是农户本人不
在家里，包裹可以存放在村级服务站，村
民有时间就去领取。要是想寄东西出
去，只需与村级服务站联系，或与物流公
司投递员联系，2个小时之内可以办理邮
寄的相关手续。

据调查，现在赤壁的农村村民大多
有智能手机，有的农户家里还有电脑，网
购也是很方便的，即便是不识字农民，通
常只需要一些生活的日用品和农药化肥
之类的商品，镇村也只相距5公里左右，
购买商品也是很便捷的。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胡新华报道：
只要一放学或者节假日，城里的孩子就会
到父母为他们选定的培训班接受钢琴、舞
蹈、绘画等兴趣特长辅导。而在赤壁镇中
学，孩子们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
学校的乡村少年宫内免费参加各种文体
项目，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素质教育。

“我报的吉他班，现在能弹好几首曲子
了。”“我报的书法班，现在别人都夸我字写
得好。”在聊到自己参加的文体项目时，孩
子们瞬间热情高涨。走进赤壁镇中学乡村
少年宫内，就看到不同房间门外分别挂着

音乐室、舞蹈室、美术室、跆拳道室、乒乓球
室、科技室等标牌。活动室内，学生们正在
辅导老师的带领下学习文体项目。

为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基本技能，赤
壁镇中学依托学校现有场地，建立乡村少
年宫，开设篮球、乒乓球、书法、吉他、武
术、美术、科技、足球、导游、跆拳道、舞蹈
等11个辅导班，在加强学生素质教育，丰
富课外生活的同时，也为同学之间的交
流、师生之间的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乡村少年宫的建立，已成为该校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的实事工程和响亮品牌。

赤壁乡村物流驶入“快车道” 赤壁乡村少年宫承载新希望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马俊报道：阳
春三月，官塘驿镇葛仙山村的万亩野樱
花开得正盛，漫山遍野的野樱花吸引大
批游客纷至沓来，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
一万人次。火热的人气，也催生和带动
了当地的旅游经济，办农家乐、售土特
产，正成为葛仙山当地村民增加就业、提
高收入的重要途径。

在葛仙山景区，前来赏花的游客排
成了长龙，沿路的小商贩也是一字排
开。讨价还价、推介吆喝的声音此起彼
伏，好不热闹。在这其中，销售当地土特
产的摊位最是吸引游客的眼球。

“糯米磨碎，捏成坨，包点糖进去，再
用叶子包好，就成了现在卖的月半粑。
游客们都很喜欢吃。”卖月半粑的村民

说，农家人平时收入来源不多，趁着赏樱
时节，来这里摆摊，向游客出售一些原生
态的产品，一天下来收入也不少。

在葛仙山脚下的农庄，前来吃饭的
游客更是络绎不绝。农庄的厨师介绍，
农庄现在每天可以接待游客10桌左右，
天气好的时候接待的游客数量能多 3
倍。忙起来人手不够，只能请周边的农

妇前来帮忙。
葛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方牛介绍，自己回乡创业就是为了给村
民们搭建一个能够就业的平台，期间也
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很多支持。今后将
尽更大的努力继续扶持、带动葛仙山的
旅游发展，让村民走上共同脱贫致富的
道路。

野樱花变成致富花

葛仙山日揽游客近万人

新店镇

引进亿元旅游项目
本报讯 通讯员罗小民、丁哈尼报道：3月10日，赤壁

市新店镇朱巷村与深圳谷网金来有限公司在新店镇政府举
行框架协议签订仪式，初拟投资1个亿，筹建“蒲首山风景
区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开发建设摩尼古刹、蒲首山八景、黄
昌谷故居、乡村旅游民居等特色旅游项目。

据旅游项目开发负责人广东梅山寺如心大师介绍，该
项目将以位于朱巷村的摩尼古刹原址为基础，重建摩尼古
寺。分三批次完成项目基础设施建设，将以“蒲首山八景”
为核心，在不改变现有生态环境的背景下，进行综合性的旅
游开发。此外，还将以黄昌谷故居所在的民宿建设为样板，
开发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乡村旅游民居项目。

陆管委

放生非法收购螺蛳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李传丽报道：3月13日，陆水湖

风景区管委会渔政站将查获非法收购的近2000公斤螺蛳
进行了放生。这是今年禁渔期陆管委查处的首例非法收购
水生物案。

3月11日下午5时左右，陆管委渔政站接到群众举报，
称陆水湖附近水域有村民一大早就在湖边打捞螺蛳卖给商
贩。执法人员当即赶赴现场调查，将洪湖人吕某等三名非
法收购螺蛳的商贩及两辆农用车在荆芳公路上拦下，并对
查获的近2000公斤螺狮扣押。

螺蛳具有净化水质的作用，当前正值陆水湖禁渔期，非
法打捞、收购螺蛳会造成严重生态危害。

赤壁地税办税服务厅

实行“朝九晚五”制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自3月1日起，赤壁市地税

局办税服务厅调整了工作时间，实行“朝九晚五”制度（9:
00—12:00、13:00—17:00）便民服务。

以往，办税服务厅人流基本集中在上午9时至下午17
时之间，且每天14：30（夏令时15:00）上班以前，已有许多
纳税人在办税服务厅等候办税。作息时间调整后，纳税人
下午在办税服务厅“守候”的时间大大减少，办税服务效率
大大提高。

今年，赤壁市地税局启动了新一轮“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大幅增加即办事项，清理简并纳税人报送资料，大幅简
并小微企业纳税申报期，落实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留置服
务等特色服务措施，尽全力保证纳税人能顺利办理所有涉
税费业务，让纳税人办税省时、省心、省力。

优质有机茶开采
昨日，羊楼洞茶业雪峰山茶叶基地，

茶农正在采摘新茶。
近年来，赤壁市茶发局在多个村进行

茶园试点建设，向农户推荐种植的如“中
茶 108”等茶树品种，不仅产量高、品质
好，而且出芽时间比较早。

日前，羊楼洞茶业雪峰山茶叶基地、
中伙铺镇董家岭村茶叶基地等十多个新
建茶园优质有机新茶已经开采，茶农们比
往年提前开始采茶制茶。

通讯员 吴莉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