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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霍尔智能新风
二期试产

17日，霍尔智能新风二期项目试产

运行。该项目位于赤马港工业园，由霍

尔国际（Kinghonor）旗下全资子公司湖北

霍尔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兴建，项目厂房

建设 6400平方米，研发楼 2000平方米，

总投资2亿元，2017年已投资1.2亿元。

项目计划于 2018年 3月建成两条智

能新风柜式机生产线，届时将年产柜式

新风系统产品 3万台，销售产值达到 1.2
亿元，上缴税收 500万元，新增 120个就

业岗位。

通讯员 王莹 摄

本报讯 通讯王莹、何源报道：“你
非常符合‘湖北省优秀青年创业创新
奖’候选人的要求，愿意参加这次评选
活动吗？”日前，共青团赤壁市委工作
人员带着评选申报表来到赤壁市凤博
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谢良蕴的
家里，鼓励她带头示范，参与“湖北省优
秀青年创业创新奖”评选，激励和引领
全市广大青年企业家积极创新、创业、
创造。

1985年出生的谢良蕴是赤壁市凤博
孔雀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该合作社
是一家以孔雀养殖为主，并集孔雀系列产
品研发与销售、乡村旅游、主题庄园、餐饮
住宿、会议培训、户外拓展、摄影基地、农

产品销售、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地等于
一体的综合型农业合作社。合作社2017
年孔雀出栏量约11000只，产值1001.6
万，按增长率持续增长，预计2020年将达
到孔雀出栏量1.3万只左右，产值1300万
元左右。

在向团赤壁市委提交了营业执照、孔
雀养殖证明等各类申报材料后，谢良蕴告
诉笔者：“赤壁市青年创业氛围浓厚，创业
环境也是越来越好。自己参加湖北省优
秀青年创业创新奖，就是把握机遇，为企
业发展造势。今后，在做大做强企业的同
时，也会努力回报社会，肩负起一个企业
应有社会责任。”

近年来，团赤壁市委始终坚持把服务
全市经济社会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组
织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在赤壁市经济社会
发展中建功立业，充分发挥团员青年生力
军和突击队的作用。始终坚持完善创新
创业平台建设，注重引导和整合赤壁电商
孵化器、青年创业促进会、蒲纺双创基地

等青年创新创业服务平台资源，主动融入
市、县整体联动的“1+6”咸宁梦工场·青
年创业孵化基地平台建设，为青年提供政
策咨询、团务服务、创业帮扶、文化交流等
各类服务。

为了更精准帮扶农村创业青年，
2017年9月以来，团赤壁市委积极争取
团省委“田园小康”创业扶持项目，收到来
自全市各乡镇申报项目24个，经过实地
走访，对标筛查，已向上申报项目6个。

“田园小康”创业扶持项目按照“小额资
助、直接到人”的原则，将扶持资金直接发
放到农村青年手中，是培养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服务农村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
举措之一。

“感谢团市委帮我家小孩争取的助学
金！”当洪玉梅拿着5000元助学金感激地
说。洪玉梅家里有一个在读高三、成绩优
异的孩子，但家里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
生活十分困难。在赤壁市“希望工程·金
叶金秋助金榜”助学活动中，团赤壁市委

争取到资金6.4万元，帮助全市20名贫困
大学生圆了大学梦。

“我校教学楼主体工程已经完工，目
前正在进行室内装修，预计2018年 12
月竣工！”赤壁市车埠镇凯迪希望小学校
长邵军军告诉笔者。赤壁市车埠镇凯迪
希望小学项目总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
预算总造价为236万元，由中国青基会
资助 36万元，赤壁市政府配套资金200
万元。除此之外，中国青基会还向学校
资助4 万元用于项目管理和行政费用。
项目竣工验收后，可容纳在校生 1400
人，教职工 80人，惠及周边 15个行政
村。

2017年以来，团赤壁市委勇于担当，
主动作为，积极对接，充分发挥“希望工
程”社会公益品牌作用，整合各方资源、拓
宽筹资渠道，优化希望工程服务领域和内
容，将各项惠民利民的好政策用足、用好、
用实，在帮扶赤壁市青少年的基础上，传
递社会正能量。

“促进乡风文明建设的新规颁布后，
大家从一开始的怀疑、观望，到现在的积
极拥护，成效十分明显。”近年来，赤马港
办事处大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文化大
餐普惠民生，呈现出“村美、户富、人和”
的新农村风貌。

为开创以居民自治为主、各方综合协
调的乡风文明建设机制，该处以文明创建
为契机，一手抓有形基础设施建设，一手
抓无形精神文明提升，在各村（社区）分别

设立了居民议事会（说事室）、道德评议
会、禁赌禁毒协会、红白理事会等组织。
以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为载体，以现代农
村、农业、农民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受
众年龄、学历、经验等特点和需求，进组
入寨、深入田间地头，以群众会、院坝会、
田埂会等方式，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激
发群众内生动力，逐步提高村居民团结
合作精气神，做到有人员、有场所、有制
度、有成效，进一步促进了乡村和谐。

近日，在赤壁市官塘驿镇泉洪岭村
山羊养殖基地里，负责人汪军正在为山羊
作好防寒保暖工作。汪军介绍，山羊养殖
基地由村集体出资，采取专业合作社经营
模式进行运作，通过流转村民土地和带
动贫困户务工来引领村民增收致富。

该山羊养殖基地共投资45万元，拥
有羊舍700平方米、工作用房100多平方
米，年出栏山羊1000多只，每年可创收
30万元。其中，村集体每年获得收入4

万多元；流转20亩荒山，村民每年获得租
金收入6000多元；9家贫困户参与务工，
每户每年增加收入4000多元。

在建设好山羊养殖基地后，该村不断
加快村级产业发展步伐，先后成立清水小
龙虾养殖、茶叶种植、光伏发电项目，共投
入资金100多万元。其中，村集体每年获
得收入8万多元；流转土地2000余亩，村
民每年获得租金收入30多万元；300多名
村民参与务工，每年增加收入100多万元。

乡间劲吹文明风
通讯员 舒俊杰

村民走上致富路
通讯员 贺祖清 王炜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余庆、李传
丽报道：日前，赤壁市住建局对城区主要
桥梁进行静载动载试验和动力特性测试，
以及对中心水厂水质进行检测，结果显示
各项技术指数均符合安全使用标准。

城区桥梁不仅是城市的一道靓丽风
景线，还是优化城市交通不可缺少的一
环，确保桥梁质量才能保障市民安全出
行。对此，该市住建局委托专业人员对陆
水一桥、东洲大桥、赤马港一桥进行静载

动载试验和动力特性测试，对桥梁的各项
技术指标进行全面分析并作出综合评
价。经过检测分析，三座桥梁各项技术指
标均符合安全通行条件。

为保障春节期间农村饮水安全，23日，
赤壁市水利局、市卫生监督局、市疾控中心
等多家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全市范围内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工作人员对全市7家重点农村集中
式供水单位的水质消毒情况、水源卫生防

护、净水设施设备及消毒产品卫生许可批
件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查验；对各供水单
位消毒设施、设备运转、消毒记录等卫生
管理档案进行了重点检查。针对存在的
问题，检查组提出了相应整改意见，要求
各相关单位要重视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加
强工程管护，积极开展管道设备全面自
查，保证春节期间按时足量供水；加大巡
查力度，认真执行节日期间安全值守工
作，确保农村饮水工程安全运行；加强各

项管理制度落实，规范操作，强化监测，确
保水质达标；积极开展水源周边环境整
治，及时清除垃圾、杂物等，防止水源污
染，切实保障全市农村居民饮水安全。

该市住建局还组织检测人员对陆水
水库等饮用水源、出厂水和末端水进行了
取样检测，并围绕水源保护，水质处理、净
化、消毒以及设施运转，涉水产品安全使
用，水污染报告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检
查，水质全部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多部门联动 多指标检测

赤壁确保公共基础设施安全

在风景秀丽的新店镇望夫山革命教
育基地，180多块石碑如军人列队般整齐
有序，庄严肃穆。这些屹立的石碑，用镌
刻缅怀碑文、名人题字、乡人祭题的方式
纪念着40多位红军烈士，而这一切都归
功于赤壁市一位退休老干部饶邦炎。烈
士忠魂感召萦绕着他，他也用实际行动感
动着世人。多年来，饶邦炎心系家乡这片

热土，将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人。
新店镇望夫山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联络要塞。1925
年，第一任中共蒲圻县委书记漆昌元在这
里宣传马列主义，得到了人民的积极响
应，纷纷参加革命活动，40多位烈士用鲜
血为这片热土打下了红色根基。

饶邦炎从市农委副主任岗位上退休

后，一边搜集整理这些革命烈士资料，一
边募集捐款为在这片革命热土献身的烈
士修建烈士碑林。

修建烈士陵园并非一帆风顺。饶邦炎
四处寻求政策支持，筹集资金善款。本可以
安享天伦的他靠着对革命烈士的忠诚敬仰
和做事的一股子坚韧劲，先后筹集资金共计
120多万元，加上自己捐助的3万多元，

2005年望夫山革命教育基地一期工程全部
完工。饶邦炎说，这不仅是完成了自己的
心愿，也是对革命烈士们一个最好纪念。

如今的望夫山革命教育基地，记载着
望夫山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记录了烈火
硝烟的战争史诗，展现了革命烈士英勇抗
争的壮丽篇章。饶邦炎，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诠释了一位共产党人的忠诚和信仰。

饶邦炎：让烈士精神永存
通讯员 李杰

赤壁审计局

荣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
本报讯 通讯员宋宜文、陈清报道：近日，从湖北省精

神文明表彰大会传来好消息，赤壁市审计局再次被省委、
省政府评确认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这是该局第11次获得
此项殊荣。

近年来，该局党组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通过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审计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审计
干部素质和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审计服务政府经济建设能
力取得明显成效。

赤壁公路养护管理中心

积极备战低温雨雪天气
本报讯 通讯员邹平报道：根据气象部门分析，预计

未来一周湖北将遭遇大范围持续雨雪天气过程。
为确保低温雨雪天气交通安全，赤壁市公路养护管理

中心积极采取应对防范措施。目前已经备齐撒盐设备1
台、大型除雪机械2辆、养护抢险车辆10辆、巡查车10辆，
融雪剂15吨。同时加大巡查力度，重点对国省干线公路及
危险路段、重要桥梁、容易结冰路段设置警示标志标牌，防
止出现较严重的积雪冰冻险情和车辆滞留阻塞现象，积极
做好抗冰冻保畅通工作。

赤壁115家单位

接受年终综合考评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近日，赤壁市组织开

展2017年度综合考评工作，该市115家单位接受年终“大考”。
为了搞好这次综合考评工作，赤壁市委从相关职能单

位（部门）抽调精兵强将，组成6个考评组，分别承担14个
乡镇（办）、100余家市直单位的综合考评任务。各考评组
分别采取民主测评、查阅资料、实地考察、个别座谈等形
式，对各乡镇（办）完成“四个全面”基础目标、精准扶贫、特
色工作情况和市直单位完成28项共性工作指标、14项重
要职能目标、效能建设评价情况进行全面考核，并设立加
减分项目。

据悉，这次综合考评将与各机关事业单位奖励性补贴
直接挂钩，激励各地各单位干部务实担当，创先争优。为
了提高考评效率，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此次综合考评整合
了所有经过批准的单项考评项目，其它未经批准的现场检
查考评活动一律不得组织。

赤壁食药监局

开展“小饭桌”专项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报道：19日，赤壁市食药监局、

教育局、消防大队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进
一步规范校园周边以家庭住宅为主开设的中小学生餐饮、
休息场所等“小饭桌”经营管理行为。

联合检查组先后前往市第五初级中学、赤马港学校、
市第一实验小学等学校开展检查，对“小饭桌”经营户是否
登记备案、从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食品原料采购台账是
否健全、食品留样是否规范及消防设施是否齐全等情况进
行全面细致检查。从检查情况看，大多数“小饭桌”经营户
厨房环境卫生整洁，消防设施齐全，但也有个别经营户厨
房条件简陋，卫生条件一般。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
组要求经营者牢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严格遵守经营管理
标准限期整改，守法经营。

据了解，该市已经开展多次“小饭桌”拉网式摸底调
查，目前有“小饭桌”142家，相关信息均已经登记备案。

赵李桥镇

规范农村建房秩序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贺瑞华报道：为保证卓尔

羊楼洞古镇旅游开发，提升砖茶小镇形象，解决好农村建
房老大难问题，规范农村建房秩序，5日，赵李桥镇组织召
开了规范农村建房座谈会，相关部门、各村社区和群众代
表纷纷建言献策。

赵李桥镇正处于建设砖茶小镇的关键期，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基础阶段，是羊楼洞古镇开发，发展全域旅游
的重要时期，规范107国道沿线、羊楼洞旅游快速通道和农
村建房秩序迫在眉睫。座谈会上各村和相关部门一一作
了发言，并现场对老百姓的建房需求进行了统计。

该镇要求要理性看待农民建房、农村发展，要充分理
解、尊重农民建房意愿，要守住基本农田保护和开发区域
范围管控底线，要把古镇建得像古镇、农村建得像农村。
要理顺职责和权限，建立健全农村建房联审工作机制。

近日，在赤壁市人民广场附近一家门店前，店员们正

忙着给顾客加工香肠。 通讯员 范星星 摄

加强平台建设 引进扶持项目

赤壁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