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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I XINWEN

捐资救困
“今天，我镇爱心人士沈鸿飞、石五

英、曾年宝向老河村困难群众、困难党员
献爱心 8000 元”。5 月 2 日 9 时，黄盖湖
镇机关工作微信群的这条信息立即被连
连点赞。

沈鸿飞是老河村籍的武汉体育学院
副教授，今年五一期间，他在村里看到有
些老人身有顽疾、有的老人生活困难，就
联系了几名爱心人士，筹集了8000元现
金，分别送到了他们的手中。

通讯员 朱言钦 摄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王莹报道：日
前，赤壁市启动第十八个党风廉政建设宣
传教育月活动。

该市宣教月活动以“贯彻六中全会精
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把《准
则》、《条例》的学习作为宣教月的重要内
容，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站位、政
治高度来推进宣教月活动。该市把宣教
月活动与推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加快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该市要求各单位结合实际，推陈出
新，强化宣教月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既要
高质量地完成“规定动作”，认真开展《准
则》《条例》集中学习宣传、党风廉政建设

“教育链”、警示教育、廉政文化创建等活
动；又要富有特色地推进“自选动作”，突
出问题导向，严格梳理，抓紧抓实，确保活

动扎实有效。要做好结合文章，既要扎实
开展好宣教月活动，又要对当前各项工作
紧抓不放，统筹兼顾，科学安排、协调推
进，确保各项工作竞进提质，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该市要求各单位务实重行，确保宣教
月活动取得实效。要通过扎实有效、入心
入脑的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活动，使党员干
部真正受教育、受触动，各级党委党组要

进一步提升主体责任意识，党员干部要进
一步提升廉洁自律意识；要以上率下，从
领导干部自身做起，亮出标杆，指明方向，
加强监督，推动一个单位、一个系统主体
责任的落实；要建章立制，将各项规章制
度梳理完善，便于操作，使宣教活动各项
任务落到实处，真正为赤壁转型升级绿色
崛起，建设强而优的中等城市提供坚强政
治保证。

“规定动作”保质量 “自选动作”重特色

赤壁启动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

赤壁广播电视台

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陈艺夫报道：日前，赤壁市广播电视

台邀请消防大队消防官兵，对全台干部职工进行消防培训
演练。

消防官兵以理论、实际案例相结合，向广播电视台干
部职工详细讲解了单位防火、灭火基本常识和逃生、自救
的基本方法等消防安全知识，并实地对消防灭火器材的操
作进行演示。此次消防安全知识讲座及灭火实战演练，不
仅增强了广播电视台干部职工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灭
火自救技能，还为赤壁平安创建营造了良好氛围。

赤壁地税局国税局

税宣上街头进校园
本报讯 通讯员但丽莎报道：日前，赤壁市地税局在

该市健康长跑的起（终）点塞纳河畔，组织开展“深化税收
改革、助力企业发展”税法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发放办税事项二维码一次性告知、纳税服
务联系卡、房产过户税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企业所得
政策等相关资料120余份，现场解答了热点问题20余次。
同时，为展现国地税23年发展成果，该局联合赤壁市国税
局举办“翰墨书税风”书画展活动。税务干部会同赤壁市
书画协会成员挥毫泼墨，行文流水，或画竹君子，或书狂
草，抒发笔腻情义,尽现“营改增”、“金税三期”重大税收改
革事业豪情。

本报讯 通讯员王灵莉、刘小燕报道：日前，赤壁国税
局依托第26个全国税收宣传月，以“童声颂税义 税宣进校
园”为主题，走进蒲圻初级中学，在四月的最后一个升旗日
举办“阳光下，与税同行”校园千人朗诵活动。

“当你愉快而休闲地，在美丽、清新的街心公园漫步，
请不要忘记，是税收这盏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是税收的
恩泽和温暖，才使人民感受到实在的幸福……”伴随暖人
的阳光，赤壁国税两名青年税干带领该校近两千名学生诵
读了《古风·税收》和《税收擦亮的事物》两首诗歌。

国旗下，近两千名中、小学生深情齐声朗诵，声浪阵阵
响彻云霄，整个场面气势恢弘。通过诵读饱含税义的诗
歌，感受国之税收的真正内涵，在一颗颗童心里种下了“税
促发展 惠泽民生”的种子。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周晓红报
道：3日，新店镇官仕坳村9岁小男孩汤继
秋收到镇民政办主任胡亚萍送来的新衣
服，小继秋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
是新店镇开展“四微”工作的一个镜头。

今年以来，新店镇党委以“微党校、微
党课、微信群、微心愿”为抓手，充分发挥

基层党支部的主体作用，推进“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该镇在各支部建立“微党校”，让党员在
家门口就能接受党的教育。目前，全镇19
个党支部全部建立了“微党校”，采用“必修
课+选修课”的形式设置“微党课”内容。截
止4月，全镇共开展“微党课”活动38次，党

员参加学习1500人次。在“花亭茶溪”项目
建设，个别涉及征地迁坟的农户有些抵触情
绪，通过“微党课”，化解了党员群众心中
的“疙瘩”，项目建设得以顺利推进。

为了解决外出务工党员学习不便、党
费缴纳难问题，新店镇11个党支部借助

“互联网+”平台，先后建立了支部“微信

群”，全镇200多名流动党员参与了网上
学习和交流互动。为解决困难群众的小
困难、小需求，新店镇各党支部广泛征集
群众“微心愿”，并组织党员干部主动对接
认领，帮助困难群众、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实现个人“微心愿”200多个，进一步密切
了党群关系。

微党校 微党课 微信群 微心愿

新店镇搭建党建微平台

赤壁园林局

整治毁绿种菜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付小娟、徐泰屏报道：“这些人为了自

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而肆意破坏城市的园林绿化建设，既糟
蹋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又损害了大家的切身利益，就是应该
进行坚决的取缔和打击！”2日，家住赤壁市迎宾大道一中旁
边的吴女士，看到该市园林管理局和城管执法局的工作人员
挥锄舞锹铲除一中大门左侧绿化带中的瓜菜藤蔓时说。

近几年来，赤壁通过创建省级园林城市和国家园林城
市，形成了“以风景园林为主体、以湿地公园为映衬、以道
路绿化与滨湖廊道为支撑，以及公园绿地、单位绿化、居住
绿化为响应”的城市园林绿化格局。为进一步巩固“创园”
成果和坚决查处打击一些市民的损绿毁绿行为，赤壁园林
管理局联合赤壁城管执法局开展“毁绿种菜”联合集中整
治行动，对该市赤壁大道、迎宾大道、发展大道、青泉公园、
花果山公园和金鸡山公园等100多处（点）“毁绿种菜”进行
了铲除清理，并同步进行了覆绿种绿，有效遏止了“毁绿种
菜”的死灰复燃！

本报讯 通讯员明月入怀报道：4月
30日下午3:30左右，赤壁城区一辆车牌
号为鄂L66256的7路公交车在银轮新世
界站台停稳后，司机迅速跳下车，快步走
向站台搀扶路边一位残疾小伙子上车。

司机小心翼翼地将残疾小伙子搀扶

上车后，安排了一个位置让他坐定下来，
并转回身正欲代他刷卡，小伙子却推辞着
说：“我的爱心卡不知什么时候搞丢了，还
是投币吧！”可他左摸摸，右捏捏，掏遍了
所有的口袋，却只找出来一块钱。众目睽
睽之下，小伙子的脸涨得通红，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 ：“看！还差5毛 ，怎么办啊？”
司机见他如此窘迫，只好解释着说：

“按照公司规定，乘客乘车必须刷卡或足额
投币。既然你差钱，卡又掉了，那我就帮你
投币吧！”司机投币后，发动车子和颜悦色
地嘱咐残疾小伙子，要他赶快补办爱心卡。

残疾小伙子连连点头道谢！司机摇
了摇头：“小事情一桩而已，谁没有丢三落
四的时候，谢就不必了！”

在司机与旁边乘客的交谈中，他希望
乘客朋友们能够换位思考，多体谅他们的
难处，上车前备好零钱，足额投币。因为
车载摄像头都有记录，如果司机免票一
次，公司就会按规章罚款60元。

7路车司机这个小小的举动，却让小
伙大为感动，不少乘客下车时，都朝司机
微笑着竖了个大拇指！

帮扶残疾人 善举获点赞

赤壁公安局

全警动员抓安保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报道：“五一”期间，赤壁公安局

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主动作为，全警动员，确保节日期间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平稳。

该局本着抓早、抓实、抓细的原则，制定“五一”安保工
作方案对情报信息收集研判、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社会面
治安防控、反恐防暴应急处突等工作进行了专门安排部
署。巡特警大队全体民警放弃休息，120人全部屯警街面，
采取步巡与车巡相结合，公开与秘密相结合，流动与定点
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高铁站、火车站、广场等人员流密集
场所、治安和交通相对复杂的区域加大巡逻防控力度，着
力提高街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全面提高治安管控能力和增
强对犯罪分子的震慑力。交警部门排查整治56处危险路
段，在赤壁景区、羊楼洞等路段较险峻景区开辟临时停车
场集中换乘，防止大面积拥堵。消防部门对火灾重点单
位、各大旅游景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整改火灾隐患45处。

赤壁村主职干部

实行专职化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张贤华、赵雄报道：“盼了很久，今天

我们终于可以像乡镇干部一样，按月领取工资报酬了。”赵
李桥镇蓼坪村党支部书记黎红江兴奋地说。

4月24日，赤壁市将144个行政村148名村主职干部
当月的基本工作报酬直接划拨到了个人工资帐户上，正式
实现工作报酬按月发放。

今年以来，赤壁市制定出台硬措施，深化村主职干部
专职化管理。市镇两级坚持定期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
培训，落实村党支部书记参加乡镇（办）党委工作例会制
度，提升“领头羊”的综合素质。建立村主职干部档案，落
实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加强经济责任审计，落实工作
考勤和请销假制度，建立工作纪实登记簿和去向牌。建立
村主职干部工作报酬与本地副乡镇长工资同步调整机制，
按60%比例逐月落实基本工作报酬，其余部分为绩效报
酬，根据年底实绩考核等次确定发放金额。

美景有界 全域无疆
——赤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纪实（上）

通讯员 肖琦

从获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到成功
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再到如
今踏上“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之
途，赤壁在全国发声，在全省发力，在全市
树标杆，推动着赤壁旅游业由“资源依赖
型”向“城市品牌型”发展模式转变。

美景有界，全域无疆。赤壁的全域旅游
“跳出旅游做旅游”，以旅游的视角来引领一
座城市的转型升级。彰个性之风、策十面之
力、谋百年之计、鉴千年之史、圆万民之梦，

“全景赤壁”的美好形象正逐步形成。

彰个性之风 造全域美景

赤壁之美，美在史的厚重、山的秀丽、
水的灵动、茶的芳香、人的淳朴。赤壁聘
请国家一级旅游规划团队——北京巅峰
置业立足于“传承历史文化、包蕴乡村风
情、突出休闲度假”特色，绘就了“一心、两

极、三景、四区”的旅游全新蓝图。
用“国家公园”的理念，打造一个“山

环水绕、城水相依”的城市休闲中心，构建
中心发散、服务全域的“一湖两山”城市休
闲集群；用“融合战略”的理念，打造与世
界接轨的两大旅游增长极，构建以旅游城
市品牌“万里寻茶道，赤壁借东风”为核心
的三国文化研学休闲集群及汤茶养生休
闲集群；用“四季乡村”的理念，打造三大
美丽乡村集聚示范区，构建“传承农耕、体
验民俗”的美丽乡村休闲集群；用“景观长
廊”的理念，打造各大旅游景观大道及旅
游休闲驿站，通过联动四大集群片区，形
成“全城是景”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

策十面之力 推全域共建

赤壁聚焦“全域”求发展，旅游强市的
号角一经吹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市政府强力推动“六规合一”，促进部
门联动，产业融合，旅游发展的强大气场
迅速形成，强大力量正在汇聚。全市发展
旅游的热潮势如燎原，相关产业纷纷插上

“旅游”的翅膀。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架起了赤壁连

接全国各大城市的快速通道，米字形高铁
网络让中国81个城市4.38亿居民5小时
内可达赤壁。赤壁交通大力构建“快旅慢
游”服务体系，两年投资2.6亿元，改扩建
长达220公里的旅游公路8条，238块旅
游标识在各条城市干道、国道、高速公路
全线覆盖。开通“免费接驾”旅游直通车，
让游客可一部手机，轻松玩遍赤壁。

住建部门秉承“城市即景区”的规划
理念，投资 2亿元打造山水园林城市。
以城市出入口为“点”，打造旅游城市“绿
色窗口”；以道路为“线”，打造旅游城市
景观大道；以母亲河为“轴”,“借”山进
城、“引”水绕城，打造古城休闲景观带；
以城市公共绿地为“面”，以“一园一景
观、一处一主题、一地一公厕”为标准，建
设城市游园23座，导向系统全部实现旅
游标准化；三年内在全市新建、改扩建旅
游厕所60座；投资400万元建设特色站
台50座，旅游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品质逐
步提升。

旅游，让工厂变景点，让工人变“导
游”。赤壁茶厂众多，羊楼洞茶文化产业园
拥有华中地区最先进的黑茶生产制造线，

其依托茶园自然生态景观，建成集“种茶、
赏茶、制茶、品茶、学茶”为一体的现代化茶
旅文化园，成为了一道旅游风景线，企业直
接就业人口3万人，年接待茶道寻源专线游
客近20万人次，年产值超过8亿元。

旅游，拼的是“颜值”诱人；乡村，拼的
是“资源”利用。为了促进“美丽乡村”建
设，实现农旅产业绿色崛起，赤壁一直在
引导乡镇从特色乡村休闲游中脱颖而
出。为了精准培育乡村产品，该市采用

“全域整合规划，重点区域先试”发展策
略，引进浙江颐高集团，带入先进理念，采
用1+2+N的发展模式（一个美丽乡村运
营平台，2个美丽乡村示范点，带动N个
乡村共同发展），为美丽乡村实现“一村一
品”提供范本并全域推广。

赤壁商贸积极壮大旅游商品市场，与
淘宝网，携程网展开合作，力推赤壁旅游
产品的线上与线下同步营销。搭建“漫游
赤壁”微信公共平台，实现赤壁休闲旅游
产品与线路的即时推广。研发推出“赤壁
宝宝”吉祥物等具有赤壁地方特色的各类
旅游商品百余种，用独有的“赤壁礼物”为
赤壁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