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认养一棵树，应该怎么办理？”
12月12日，赤壁市人民广场正在进行城
市绿地认建认养宣传活动，中年男子拿
着倡议书走到宣传桌前询问。

“您在园林局划分的认养范围内找
到一棵自己中意的树，到认建认养办公
室签订认养协议和缴纳一定的经费后，
给您颁发绿地认养证就可以了。”园林局
工作人员向路过行人分发《赤壁市城市
绿地认建认养活动倡议书》时说。

为了增强广大市民爱绿、护绿、建绿
的意识，让绿地认建认养深入人心，该市
政府制定出《赤壁市城市绿地认建认养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倡导全社会参与
到城市绿地维养工作。市民在园林局指
定的绿地认建认养范围内，单位或个人
出资直接认养一棵树、一片绿地、一定范
围的公园等，园林局将颁发《赤壁市认建
认养城市绿地证书》，并与之签订《城市绿
地认建认养协议书》。

据悉，赤壁园林局利用宣传车、展
板、咨询台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宣传绿地
认建认养活动的重要性，倡导全社会行
动起来，把赤壁建设得更加美好！

携手共建绿满园
通讯员 贺敏红 孙雪奎

12月 12日，在蒲纺医院精神病房
里，患者老许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紧
紧握住前来探视的魏春娥的手。

魏春娥与患者老许并不是亲人，但
她坚持看护照顾许某数年，从不懈迨，不
是亲人胜亲人。

魏春娥今年77岁，蒲纺印染厂的退
休工人，现任桃花坪社区朝阳小区第二
党支部党小组组长。老许今年50多岁，
由于精神问题一辈子没有婚嫁，老母亲
去世后，失去了亲人庇护的她孤身一人
住在蒲纺医院。作为街坊邻居，魏奶奶
主动每周去看望照顾老许，经常为她理
发、剪指甲，陪她聊天，疏导心理，俨然成

了许某的至亲好友。
在桃花坪社区，像魏春娥这样的党

员志愿者还有许多。近年来，桃花坪社
区按照市委城市社区“党建提升、治理升
级”要求，认真开展“三建”“三度”活动，
大力推进“两长四员”进小区楼栋，不断
完善小区微治理体系，充分调动社会组
织力量，精准服务空巢老人、留守儿童、
失独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现小区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志愿服务暖民心
通讯员 贺祖清 王炜 宋衎

城市社区党建·资讯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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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魏渊报道：
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后，赤壁市把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迅速进行安排
部署，始终做到“三个坚持”，推进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该市坚持领导干部上讲台，按照“一
把手带头讲、普通干部轮流讲、专题分级
讲”的原则，大力推行“干部教、教干部”的
授课模式，领导干部人人上讲台,形成了

以讲促学、以讲带学的良好风气。据不完
全统计，市委常委已带头授课30余场次，
市“四大家”领导为挂点单位和帮扶村送
去十九大精神专题宣讲210余场次，党委
（党组）书记作专题宣讲报告130余场次，
党支部书记宣讲870余人次。

该市坚持学习培训全覆盖，以理论武
装为龙头，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和集
中培训为抓手，全覆盖组织开展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学习培训，组织党委（党组）中
心组学习180余场次，开展党员干部集中
轮训3个班次1300余人，市级层面的培
训实现在职科级干部、村（社区）党组织书
记全覆盖。为做好分层次、全领域、多形
式学习培训和宣传宣讲工作，该市组建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宣讲团，14名宣讲
团成员深入 110多个单位开展宣讲活
动。把 1051名市、乡两级党代表分成
180个小组，分赴14个乡镇（办）、5个场
区、182个村（社区）、13家企业，开展“党
代表联系日”活动，向干部群众进行面对
面、互动式的宣讲，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该市坚持成效检测不放松，在学习宣
传过程中，既注重全面系统又突出重点关
键，既准确阐述报告精髓又紧贴赤壁发展
实际，回应干部群众关切，使学习培训和
宣讲活动既朴实又生动。组织开展主题
文艺创作，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品、快板、
三句半等文艺形式创新宣讲方式，不断增

强宣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检验和提
升学习成效，该市还以集中述学评学、在
线答题、任前理论考试、撰写体会文章等
形式，促进干部学深做实，已开展集中述
学述做300余次，组织干部任前理论考试
48人次，撰写心得体会文章9700多篇。
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在不同领域分别组织开展“五星
党员”评选活动，开展“五星党员”评选
870余场次。

据悉，赤壁市委组建5个工作组，对
全市14个乡镇办、100多个市直单位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赤壁落地
生根。

赤壁营造文明交通风尚
志愿者在交通高峰时段劝导

本报讯 通讯员吕蓉报道：12月12日，在赤壁一桥交
通斑马线，志愿者正在将一位残疾老人护送过马路。连日
来，该市志愿者们每天一大早就赶在交通早高峰前，到达
城区各大路口开展“文明劝导益路有你”劝导行人文明过
马路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耐心劝导行人和非机动车遵守交通
规则；同时引导市民，多些礼让，多些理解，劝导行人严禁
横穿马路等不安全和不文明的行为。

据了解，“文明劝导益路有你”劝导活动将持续长久的
开展下去，赤壁市志愿者们将会每天早中晚三个交通高峰
时段在城区各大路口进行“文明过马路”劝导。

随着该市机动车“礼让斑马线”的持续开展，如今，该
市机动车礼让行人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而行人文明过马
路对赤壁市稳定向好的“文明交通”也蔚然成风。通过志
愿者们的实际行动引导更多的群众文明出行，“文明过马
路礼让斑马线”的文明新风在赤壁市城区涌动，市民们共
同擦亮文明城市名片，为文明城市增光添彩。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12月
12日，赤壁市工业经济运行及项目检查
情况通报会上传来消息，元至11月，该市
20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498.21亿元，同比增长14.87%。

近年来，该市高度重视工业经济发
展，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
强化工作措施，形成良好氛围，全力抓好
工业项目的策划、招商、建设、服务。同

时加大督查力度，完善奖惩机制，持续推
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促进赤壁市
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该市持续推进工业
崛起，改造升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正在成为该市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之源。

围绕“四个基地”建设、现有产业转
型和拉伸产业链条，该市着力引进一批

规模上档次、科技含量高、带动作用大、
税收效益好的项目，推动中小企业迅速
成长。在做大经济总量的同时，更加注
重提升经济发展质效，推动产业发展和
增长速度迈向“双中高”。

该市加强企业人才的培养。实施
企业家培育工程，结合现有的产学研合
作平台，培育孕育本土企业家。发挥企
业家协会等组织培训企业家。根据现

有的人才引进奖励制度，引进技术性人
才。

在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元
至11月份，该市实现工业用电96967万
度，同比增长2.4%；实现规模工业税收
6.5亿元，除开华润电力公司税收，全市其
他规模企业实现税收1.9亿元，同比增长
21.5%；全市新增规模工业企业15家，超
目标任务1家。

赤壁工业经济上演加速跑
元至11月，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4.87%

金果园里
挖金源

12月13日，赤壁神山镇金果源公司
火龙果基地，技术人员正在对火龙果进
行修枝。

金果源公司水果基地占地500亩，现
有火龙果、杨梅、樱桃等12个水果品种。
该公司自去年12月投产以来，现解决当
地30人就业，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果业达
300多亩。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徐泰屏报
道：12月11日上午，赤壁市神山镇16公
里长的北干渠护砌整修工地上一片忙
碌。该镇水利站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神
山镇入秋以来，在全镇掀起了新一轮的
秋冬水利建设热潮，投资约1.2亿元的6
个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开工。

神山镇位于鄂南西凉湖边，依山傍
水，山清水秀，是该市传统的农业大镇和
主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如何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再造现代农业的发展辉煌，神

山镇党委、政府立足农业大镇的资源实
际，把发展特色效益农业和促进农业品
牌发展扭在一起抓，把树立绿色发展理
念和大力生产绿色农产品有机结合起
来，以点带面，以干带群，以基地带农户，
以效益壮规模，形成了以神山兴农公司
为龙头的万亩猕猴桃基地和该市最大的
青砖茶原料基地。

当前神山镇的金龙苗木、香谷源等
花卉苗木公司名闻遐迩，神山兴农公
司、金果源公司的果业经济异军突起，

茶叶、优质稻生产自成板块，昔日的粮
食生产大镇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呈现出了“板块发展、相互支撑”的有
力局面。

“湖北省水产品产量百强乡镇”和
“湖北省水产品产量50强乡镇”的称号，
是神山镇曾经的辉煌与骄傲。但有产
量、无质量的发展，也成了西凉湖水产养
殖和神山镇水产品生产的一道硬伤。去
年冬天，神山镇党委、政府响应咸宁市委
关于保护开发西凉湖的号召，奋战80天，

一举拆除了全镇在西凉湖上的4万亩拦
网养殖。

今年以来，镇党委、镇政府把“拆围”
视为西凉湖水产养殖的一次战略“突
围”，变量的叠加为质的提髙，变单一品
种为齐头并进，在沿湖各村大力发展稻
虾套养、河塘仿西凉湖原生态湿地养虾、
特种水产品养殖，形成了以马狮湖渔场
健康养殖为主体、以宋河三垸河塘养虾
为试点、以神明水产野湖藕栽植为引领
的效益渔业发展新格局。

展特色 树品牌

神山镇建设现代农业强镇

赤壁验收抽查脱贫人口
涉及104个村，974户贫困户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袁俊报道：根据贫困人口脱贫
验收程序要求，11月15日~12月5日，赤壁市精准扶贫指
挥部抽调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等相关部门组成抽查
工作专班，对全市2017年拟脱贫人口进行验收抽查。

此次共抽查16个乡镇（办、区）104个村，974户贫困
户。其中，计划今年出列贫困村10个、非贫困村94个。通
过抽查，发现大多数贫困村均严格按照贫困人口脱贫程
序，进行村民小组代表提名评议、入户调查、村民代表大会
评议、村组公示等规定动作，但仍有部分乡镇、贫困村和驻
村工作队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脱贫程序不规范、脱贫基
础不稳定等问题。

针对抽查发现的问题，抽查专班及时对相关乡镇、贫
困村和驻村工作队进行了反馈，明确整改时限，并将组织

“回头看”，督促相关乡镇、贫困村和驻村工作队严格按照
贫困人口脱贫验收程序要求，逐项查漏补缺，补齐工作短
板，精心做好年终迎检工作，确保圆满完成今年我市贫困
人口脱贫验收工作。

芳世湾大桥项目通过验收
改善交通助力旅游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马俊报道：12月8日，赤壁市随
羊线芳世湾大桥建设项目工程实体及相关资料经质检部
门检测合格，同意通过交工验收。

据悉，芳世湾大桥为赤壁市重点工程，该桥位于赤
壁市陆水湖办事处芳世湾村，横跨陆水水库，连接官塘
林场红林山村及官塘驿镇葛仙山村，桥梁全长710.5m，
桥面总宽12m，主桥为3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引
桥为 17跨 30M预应力混凝土简支T梁。工程总投资
6600万元。

芳世湾大桥的建设，将改善库区两岸移民的交通条
件，解决出行难题，还大大缩短了旅游景区之间的距离，将
带动周边村民做起“旅游经济”，吃上“旅游饭”，10余万人
经济收入获得提升，并为加快库区水资源开发，促进经济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赤壁净化卷烟市场
集中销毁12600余条假烟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12月8日，在赤壁市华
新水泥垃圾焚烧厂内烈火熊熊，一批假冒伪劣烟草随火苗
化为灰烬。

为营造良好的卷烟销售环境，该市卷烟市场整顿办公
室协调公安局、工商局、烟草局公证处，将近两年来打假打
私查获的价值220万元的12600余条假冒卷烟和14500公
斤烟叶进行集中销毁。鉴于传统焚烧污染较大，专班组将
这批假冒伪劣烟草运送到华新水泥垃圾焚烧厂集中焚烧，
减少污染。同时将劣质散装烟叶全部运送到有机肥料加
工厂制成有机肥料，使烟叶变废为宝。

此次销毁活动向该市卷烟消费者再一次表明了坚决
打击假冒卷烟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态度和决心。据了解，此
次销毁的烟草涉及中华、和天下、黄鹤楼等10个品牌。该
市将继续加强对卷烟打假市场整顿的组织领导，始终保持
卷烟市场整顿的高压态势，继续加强市场监管，净化卷烟
市场。

黄盖湖镇扶贫先扶志
助力精神扶贫户脱贫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近日，黄盖湖
镇人大组织代表开展第二次代表小组活动，集中学习党的
十九大报告。该镇邀请咸宁市人大代表宣讲党的十九大
报告精神，代表们认真听仔细记。

黄盖湖镇人大负责人指出，各级人大代表，尤其是党
员代表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助力精准扶贫工作，切实发挥好人大代表作用。
会后各代表深入精准扶贫户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代表们表示，将认真学习领会报告精神，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以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为主线，扎实开展好“助力精准脱贫”主题实践活动，
圆满完成今年镇人大的各项任务。

领导干部上讲台 学习培训全覆盖 成效检测不放松

赤壁确保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