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水湖，作为赤壁人民的“母亲湖”，
是赤壁城区20多万人口的唯一饮用水
源，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赤壁人。

今年6月下旬，陆水河流域上游的崇
阳、通城两县，降雨量达200毫米以上的
暴雨，造成山洪爆发，洪水夹带着大量的
生活垃圾及枯树枯枝冲入陆水湖，造成
坝前、主航道水域漂浮物聚集，治理保护

“母亲湖”，成了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近
一个月来的重要工作。

多措并举 确保湖面“干净”

为确保陆水湖水体水质达到“水质
良好湖泊”的基本要求，该管委会及时启
动汛期应急预案，多措并举，给陆水湖

“疏”、“洗”保洁，净化生态。
先“堵”。为截留住陆水湖上游顺流

而下的漂浮物、生活垃圾，该市投入50万
元在中游建设漂浮物拦截装置，拦截了

上游80%的漂浮物，改变了以往漂浮物
满湖跑的现象，不仅有效减轻了打捞工
作强度、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且保证了湖
面干净、整洁。

再“捞”。为“堵”住源头，截住漂浮
物，迅速清理已流入的生活垃圾。该市
先后购进2艘清漂船，按照“一个吃粗粮、
一个吃细物”的分工协作要求，对零星的
生活垃圾，以及大体积树蔸、树枝、毛竹
等漂浮物，进行一一打捞，年“捞”漂浮物
达2万立方米以上。

与此同时，2015年起，该市围绕建立
长效管理机制，将陆水湖的清漂保洁工
作承包给社会保洁劳务公司，采取一月
一验收、一月一考核的办法，确保湖面清
漂保洁天天有人抓、时时有人管，从而进
一步提高了清漂效率，规范了资金使用，
降低了管理成本。

统计显示，仅今年7月，陆水湖区每天
打捞上岸的漂浮物就达120余立方左右。

内外兼顾 确保湖岸“整洁”

湖岸要整洁，管治是关键。
该管委会深知，清理垃圾只是“治

标”，要解决“治本”的问题，必须加强日
常管理与整治。

先治湖内。为促进水体生态平衡，
降低藻类爆发的风险，赤壁市每年投入
120万元用于陆水湖增殖放流，以改善水
质。目前，陆水湖水体水质较为稳定，下
游水域能见度达到2米左右，水华发生的
程度和范围明显减轻。

再治湖岸。针对沿湖周边企业和居
民的生活垃圾，对湖岸生态造成的破坏，
该市一方面投入4500多万元，完善了蒲
纺工业园区至污水处理厂的排污管网工
程等，将蒲纺工业园区所有工业废水并
入市政排污管网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并投资40万元在锁石岭社区建设2座污
水净化池，解决周边近60户居民、5处猪
圈、2家餐馆的生产生活污水达标排放问
题；一方面投资400万元建设泉门社区人
工湿地和污水处理工程，使辖区2万居民
的生活污水实现达标排放。同时，将陆
水湖沿湖 4个镇（办、场）、10个村，逾
18000余人的生活垃圾，纳入城区垃圾无
害化处理，实行统一收集处理，并通过组
建一支30余人的收集清运专业队伍，确
保垃圾日积日清。

重拳出击 全面保护“水缸”

2016年5月，《陆水风景名胜区总体

规划》获国务院正式批复，这不仅意味着
陆水湖生态环境将获得国家级保护，同
时也标志着陆水湖生态环境的保护，必
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对此，赤壁市连续6年将“保护陆水
湖”列为市政府10件实事之首，全力解决
陆水湖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并制定出台《赤壁市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加强陆水湖饮用水源地保护的意
见》、《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考核办
法》等政策性文件，成立由21家单位组成
的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不断
加大整治力度。

今年6月26日，赤壁市首次在陆水
湖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启动“禁
泳”工作，对无视“禁泳”规定、阻碍执法
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
处罚。

目前，陆水湖辖区13419个养殖网
箱、22415亩拦汊养殖，已全部拆除和取
缔；周边的12家餐馆和12家规模以上畜
禽养殖场被关闭，4家宾馆被勒令限期治
理；先后取缔湖内挖沙船6艘、运沙船12
艘，淘汰快艇等水上游乐船只30余艘；有
效遏制了电鱼、药物钓鱼等非法捕鱼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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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流港村坚持“四个一”

强化流动党员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任宴东报

道：“有了‘四个一’，流动党员管理不再
难。”日前，陆水湖办事处东流港村党支
部书记卢柏平深有体会。

东流港村现有党员46名，流动党员
9名。村党支部采取“四个一”的工作措
施抓好流动党员管理。一是一人一档，
通过组织流动党员填写《流动党员登记
表》，落实台账管理。二是一事一联，通
过建立党员微信群，与流动党员商讨村里

“三重一大”事项。三是一月一学，通过微
信发送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学习资料，督促
流动党员坚持学习，履行党员义务。四是
一年一聚，在流动党员集中返乡期间，对
流动党员开展集中培训，引导流动党员
关注家乡，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

本报讯 通讯员何勇、舒俊杰报道：
“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它损害
的不仅是老百姓切身利益，‘啃食’了群
众获得感，而且挥霍了基层群众对党和
政府的信任。”日前，赤壁市赤马港办事
处推出的“认识、责任、落实、力量、问责”
五个到位工作法，有力促进了全面从严
治党向基层延伸。

今年来，该办事处党委进一步拓宽
思路、创新办法，积极探索有效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新路径。一方面
加大对“村霸”“蝇贪”的整治力度，扛起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关键作用，
积极开展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集中排
查和打击，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形成震
慑；一方面配齐配强办事处纪检人员，整
合监督力量，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坚持
问责到位，以敢于“亮剑”的鲜明态度开
展问责，着力营造清风正气政治生态环
境，确保一方平安。

赤马港办事处实行“五个到位”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吴竹军报道：
8月7日，赤壁市各基层党组织集中开展
支部主题党日活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各
自工作岗位谈认识、谈体会、表决心。

学习讨论中，广大党员纷纷表示，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我党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
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问
题，是我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的行动纲领，充分体现了我党
准确把握时代大势、毫不动摇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强大
定力。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通过学习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使我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在今后的
工作中，一定要对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为赤壁转型
升级、绿色崛起贡献力量。”赤马港办事
处党委委员、副主任李孝华说。

退休老干部沈定旺表示，作为一名
老党员，更要激活红色细胞、传承红色基
因，焕发革命青春，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余热。

赤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赤壁开展专项整治

严防农机安全事故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日前，赤壁市农机局联

合交警大队开展变型拖拉机专项整治，以加强变型拖拉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农机交通安全事故。

联合行动中，执法人员深入城区和各乡镇开展路面动
态检查，对发现的假牌、套牌或者没有正当来源的拖拉机
登记证书和牌照，坚决予以收缴；对查获的已达到强制报
废标准或者已注销登记仍上路行驶的变型拖拉机，执法人
员在做好登记造册的同时，及时进行依法处理。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旨在加强对变型拖拉机的规范
化管理，通过建立健全拖拉机道路交通安全联合监管机
制，遏制变型拖拉机假牌、套牌等涉牌违法行为，预防和减
少变型拖拉机交通安全事故。

赤壁住建局开展专项检查

推进农村危房改造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连日来，赤壁市住建局

组织工作人员在该市范围内，围绕2016年以来农村危房改
造项目中可能存在的违规操作、弄虚作假等问题进行专项
检查，确保农村危房改造专项资金切实惠及房屋最危险和
经济最贫困的“两最”群众。

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各乡镇有关负责人的情
况介绍，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并深入危房改造户家中，现场
察看房屋改造效果，询问危房改造时间、家庭人口、补助资
金发放情况等。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一一现场指出，并
督促有关乡镇和部门及时整改，不断加强和规范农村危房
改造工作，确保危房改造平稳、顺利推进。

赤壁公路局加强标准化建设

提升公路养护管理水平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周敏报道：近年来，赤壁市公路

管理局按照“管理规范化、环境庭园化、生活电气化、生产
机械化、路站信息化”的五化要求，推进公路养护管理站标
准化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是该局“养护规范管理年”，为进一步规范公路养
护站建设、改善养护职工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公路养护管
理能力，该局先后投入资金1500万元对中伙、杨家岭、茶
庵、小柏等4个公路养护站进行了环境改造。不仅规范了
工作场所布局，改善了工作生活条件，优化了食堂的设施配
置，增强养护职工以站为家，安心养护的责任意识，还通过加
强制度建设,健全规章制度，完善考核考勤制度、病休假制
度、违规违纪通报制度等，确保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该
市标准化公路管理站建设检验也因此在咸宁市公路系统推
介。

赤壁地税局推出电话热线

创优服务“送清凉”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郑姗报道：“地税局的电话热线

服务，除了受理咨询，还可帮助企业办理缴税业务，真是太
方便啦！”日前，赤壁晨力纸业有限公司会计贺女士通过电
话成功缴税后，对该市地税局降低纳税人办税成本的做法
赞不绝口。

入夏以来，赤壁市地税局千方百计优化纳税服务，让
纳税人享受贴心的“夏日清凉”。一方面打造“避暑场所”，
送上“降温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给纳税人送去清凉；一
方面大力推行网上申报、税库银联网等多元化办税方式，
方便纳税人足不出户办税。同时，与邮政公司深化合作，
方便纳税人在“家门口”就近缴税。

与此同时，该局地税干部还冒着高温酷暑，主动将政
策“优惠包”送到纳税人手中，“零距离”为纳税人排忧解
难。针对办税时间较集中的特点，该局全面推行预约服务、
延时服务、高峰提醒等优质服务，避免纳税人在繁忙、高温时
段来回奔波，让纳税人深切感受贴心服务的“清凉”。

赤壁水利局党员干部

抗旱一线践行“两学一做”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龙维报道：近日，赤壁市水利

局积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干旱田间实地调查，及时掌握旱
情、处理旱情，指导全市各乡镇组织抗旱自救，用实际行动
践行“两学一做”。

针对7月份以来的持续高温，造成部分乡镇出现的旱
情，赤壁市水利局一方面组织党员干部先后深入神山镇、
蒲圻办事处，对两个机泵站进行及时抢修；一方面投入30
万余元，组织机械设备、施工人员对陆水南干渠45公里的
渠道进行清淤、整险，确保蒲圻办事处、茶庵岭镇、新店镇
等乡镇的5万多亩农田得到及时灌溉，切实为群众服务履
职到位。

知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防护口罩项目落户赤壁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报道：8月5日，赤壁市与知勉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麦特瑞工业、医疗、民用口罩项目落
户开发协议。

据悉，知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台资企业，主要生产
防护口罩，产品获得美国、欧洲和国际部门相关认证。此
次在赤壁投资的麦特瑞口罩项目占地80亩，总投资约1亿
元，项目建设工期12个月。

知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卓世雄表示，赤壁市经
济社会蓬勃发展，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务实高效，进一
步增强了知勉集团投资赤壁的信心。

扮靓“母亲湖”
——赤壁治理保护陆水湖纪实

通讯员 李传丽

亲子体验
感悟责任

日前，赤壁市五龙山春泉庄温泉度假
区举办暑假亲子乐园活动，吸引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前来体验亲子漂流、制作手工艺
品、采摘有机新鲜蔬菜等，孩子或与父母
一起磨豆浆，或一起制作蛋糕和植物标本
等，不仅丰富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还培
养了孩子在家庭中的责任感，有助于建立
和谐、健康、快乐的家庭亲子关系。

图为孩子们正与家长一起制作蛋
糕。 通讯员 张徐良 摄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连日
来，赤壁市新店镇夜珠桥村村民赵金刚，
作为长丰苑大堤的保洁员、巡查员，每天
早、晚都会在大堤上清理垃圾、察看险
情，为河道干净整洁、安全保驾护航。

这是赤壁市推动河湖库管理全覆

盖，在每个河、湖、库设立巡查员、保洁员
等公益性岗位，确保所在村庄河湖库安
全取得的一举多赢效应。

今年3月以来，赤壁市全面实施河湖
库长制，并为此构建了责任明确、协调有
序、监管严格、措施精准的长效管理机制，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
局。建立了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
责任体系，实行一河湖库一档，一河湖库
一策，精准发力，靶向治疗。同时，在每个
河湖库竖立起河湖库长公示牌，明确各级
河湖库长和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责任，确保

各级河湖库长工作有目标、管理有方向。
在此基础上，该市建立健全经费保

障、监督考核、公众参与和舆论引导等工
作机制，将河湖库长制实施情况纳入年度
目标责任考核体系，考核结果与干部任用
直接挂钩，避免河湖库长机制流于形式。

精准发力 靶向治疗

赤壁“一档一策”监管河湖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