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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市公安局

文化闹春年味浓

严打赌博违法犯罪行为

——赤壁市新春送文化下乡活动侧记
通讯员

2 月 5 日，春寒料峭，带着对农村文
化蓬勃发展的愿景与耕种农村文化建
设的职责精神，赤壁市文体广新局组织
开展了一年一度的新春送文化下乡活
动。由书法家写春联送春联、文博图片
展、非遗图片展和年画剪纸作品现场制
作等活动烹饪而成的新春文化大餐，让
全市群众忘却一年的辛苦，收获新春的
温暖。
文化喜民 让年味浓起来
“国兴旺家兴旺国家兴旺，老平安
少平安老少平安”，村民魏武升如同往
年那样双手捧着书法家们为他书写的
春联，
朗朗上口地读着。
一大早，神山村的村民们举家来到
活动现场，围观书法家挥毫泼墨写春
联，并“争抢”顺景合意的春联。当天，
书法家们一直忙活了近 3 个小时，为村
民们书写春联 100 余副，并全部赠送给
乡亲们。剪纸艺人石宝华表演的剪纸
艺术也吸引了诸多群众前来一睹为快，

只见他先将红纸折叠，再拿起剪刀咔擦
了几下，展开便是一支春燕。应群众需
求，他在现场送出去了近 100 副剪纸作
品。
另一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展、
文博图片展同样吸引了众多群众前来
观展。图片展内容新颖丰富，展出的既
有驰名省内外的“赵李桥砖茶制作技
艺”和“赤壁脚盆鼓”，也有贴近本地生
活妇孺皆知的“赤壁鱼糕”等二十余项
入选了省、市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非遗项
目；既有诉说历史的文物精品，也有文
博知识的传播。
一副副充满喜庆和美好祝福的春
联让乡亲们爱不释手；一张张彰显赤壁
文化的精美图片让乡亲们既涨知识，又
大饱眼福；一句句关怀备至的问候如同
冬日一缕阳光温暖了乡亲们的心；一提
提沉甸甸的年货送到贫困户家里，让年
味更加浓郁。
文化惠民 让年味乐起来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往这里赶，为
的就是学习这个。”2 月 6 日，在该市群
艺馆，市民丁先生举着女儿剪的“福”字
剪纸作品，兴奋地说。
当天，随着群艺馆免费开放，新春
文化惠民剪纸培训班也正式开班，吸引

江桦
了全市众多市民前来学习，也标志着该
馆 2018 年文化惠民活动正式开启。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浓厚
节日氛围，让广大市民朋友度过一个欢
乐、文明、祥和、热闹的春节，该市文体
广新局精心组织，除开办各种免费文艺
培训班，更安排了特色文化大餐以飨全
市人民。
据介绍，腊月廿四，2018 年赤壁市
新春联欢晚会将在市会议中心精彩上
演。正月初七至十一，来自各文体协
会及社区群众的文艺专场演出在市人
民广场上亮相，广场舞、太极拳、武术、
舞龙舞狮、采莲船等将集中登台一展
风采，可遇不可求的非遗、文物及图书
展、老年民乐团与老干部艺术团的文
艺专场演出届时也将呈现给市民，而
正月十五元宵节灯谜会将神秘登场。
除了市区人民外，各乡镇、社区也
好戏连台，精彩不断。腊月廿四至正月
廿九，全市各行政村、社区文化广场上
将开展非遗和文物图片展览、图书展
销、党的十九大文艺宣讲和文艺轻骑兵
小分队走基层文艺汇演等系列新春文
化活动。
文化惠民全覆盖，真正让全市每一
个角落都乐呵呵。

文化为民 让年味留下来
“文化要为人民服务，
要让人民群众
时刻都感受到文化带来的欢乐，
我们的文
化服务就要持续不断。不仅要凸显年味，
更要留下年味。
”
该市文体广新局袁宏安局
长说。
为 确 保 全 市 人 民 过 一 个 幸 福、祥
和、美满的春节，该局精心组织，文化活
动精彩不断。腊月廿一至廿四，群艺馆
举办的“非遗”展览、民间剪纸艺术讲
座、美术讲堂等培训、展览活动准时开
讲开展；写春联、送福字、品砖茶、授棋
艺、历史文化图片展等活动于腊月廿二
至廿四在博物馆举行；正月初二至十
五，
《迎春书画展》将在图书馆盛大开
幕。
乡镇文艺大放送。腊月十八至正
月十五期间，陆水湖办事处、官塘驿镇、
新店镇等 14 个乡镇、办事处将举行一系
列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新春文艺活动
齐贺新春。随阳乡土剧团贺岁进村组，
羊楼洞“洞茶烛光”民俗表演，中国赤壁
第三届花灯节、
“文化暖心”文艺贺岁走
进福利院、文艺小分队文艺演出下村组
等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文化活动，让广
大人民群众在欣赏精彩文艺节目的同
时，更有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

落实利民惠民政策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
“虽然钱不多，地税局安排
专人为我们服务，让我们省事不少，暖心哦！”近日，前来办
理医保退费的李玉香女士高兴地说。
1 月至 3 月，是城乡居民医保退费办理时间。据悉，
2018 年城乡居民医保退费对象主要为参保人已参加了职
工医保或参保人参军或出国定居、参保人死亡、参保人重
复缴费或误缴、参保人为低保（贫困）户个人已缴费，退费
前提为缴费人未享受 2018 年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为进一步优化退税（费）服务工作，赤壁市地税局从优
化退税（费）环节、落实全程服务、强化内外沟通和建立反
馈机制等四个方面狠抓落实，目前，已有 40 余名缴费人员
办理了退费申报手续。

赤壁市开展
“世界湿地日”系列宣传

联合打击非法捕鸟

赤壁食药监局

整治白酒生产小作坊

2 月 3 日，官塘驿镇白羊村人头攒
动，鼓掌声、喝彩声不断。由官塘驿镇
人民政府、白羊村村民委员会主办,市
烟草局、市老年学会城西分会、市诗词
楹联学会城南分会承办的送文化下乡
联谊活动在该村上演。
文艺演出队伍为当地百姓表演了
歌舞、诗歌朗诵、扇子舞、快板、三句半
等多个接地气的节目，并送出春联共
计 500 多副，为即将来临的春节平添
了浓浓的年味。
吴孝清

赤壁市地税局集中办理医保退费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报道：2 月 2 日是第 22 个“世界
湿地日”。当天，赤壁市林业局、市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处联合临湘市森林公安局开展以
“湿地——城镇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及打击非法捕鸟专项行动。
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总面积 11800 公顷，湖岸线
长 242 公里，现有湿地植物 300 余种，野生动物 200 余种，
自然条件优越，作为鄂东南最大的城郊天然与人工复合型
湖泊，
其湿地生态系统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此次联合行动旨在提高群众对保护湿地的认识，调动
社会各界参与湿地生态环境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
极性，
推动全市湿地保护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送戏下乡
逗乐乡亲

通讯员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报道：2 月 5 日，赤壁市公安局对
近期“百日禁赌”专项行动中收缴的 140 台赌博机、麻将机
和其他赌具进行公开销毁。
今年来，赤壁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
100 天的禁赌专项行动，严打各类赌博违法犯罪行为。治
安、巡警、各派出所（分局）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全员参战，
综合前期暗访调查、群众举报线索，将聚众赌博、电子游戏
机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作为打击重点，狠抓大案要案，重
视办好小案，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打击一批。
截至目前，共破获涉赌刑事案件 5 起，刑事拘留 5 人，
查处涉赌行政案件 28 起，行政拘留 38 人、行政处罚 89 人，
收缴赌资 38 万余元、扣押赌博机、麻将机 140 余台。

本报讯 通讯员刘丽霞报道：2 月 6 日，赤壁市食药监
局召开白酒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会，全市 65 家白酒加工小
作坊负责人参加。
散装白酒加工小作坊占据该市白酒销售较大市场，但
由于作坊加工分散、监管十分不易，导致普遍存在加工条
件简陋，卫生条件不符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质量卫生安
全基本条件等问题。对此，该市食药监局经过整体规划部
署，开展对白酒生产加工小作坊专项整治工作，切实维护
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整治中，对不符合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进行规范改
造，要求在 3 月 31 日前改造到位。该市将按照“规范一批、
许可一批、淘汰一批”的要求，依法将白酒小作坊专项整治
工作落到实处。

摄

黄盖湖镇

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

羊楼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赤马港办事处

送春联送祝福

温暖送给贫困户

慰问古街搬迁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李平阶、李传丽报道：
“ 这几年
你们都送慰问金，真心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定
会发奋努力，争取早日致富脱贫!”2 月 2 日，陆水湖
办事处水浒城村村民徐昌明接过陆水湖风景区管委
会送来的慰问金，
感激地说。
春节将至，为使帮扶的贫困群众能度过一个
欢乐祥和的新年，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组
织机关党员干部前往陆水湖办事处走访慰问，为
15 户帮扶对象送去总计 1 万余元的慰问金及过节
物资。
自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挂点扶贫水浒城村以
来，坚持以“助学、扶贫、解困”为目标，扎实开展扶贫
工作，改变村民“等、靠、要”的落后思想观念，鼓励和
帮助村民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村容村貌正在逐步
改善，
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

本报讯 通讯员余俊辉报道：在 2018 年春节即将来临之
际，为了让羊楼洞古街搬迁户中的困难家庭度过一个欢乐、祥
和的新年，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2 月 5 日上
午，羊楼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对古街 5 户特别困难的
搬迁户进行春节送温暖慰问活动。
为了配合卓尔文旅羊楼洞项目开发，羊楼洞古街 120 户居
民将进行整体搬迁，2017 年，通过多方努力，羊楼洞古街上的
68 户已签订搬迁协议。在日常工作走访中，羊楼洞文化旅游区
管理委员会发现有部分搬迁户由于年龄大身体残疾或者直系
亲属得重病致使家庭生活困难。为了保证这些困难家庭能过
一个祥和的新春佳节，羊楼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对 5
户特别困难的家庭进行了走访慰问。
走访中，羊楼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嘱咐他们要
好好保重身体，有困难及时向社区和管委会反映。同时鼓励他
们要勇于面对生活，克服困难，
保持乐观健康心态。

开展计生关怀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廖媛媛报道：春节将
至，年味渐浓。2 月 6 日，黄盖湖镇组织开展
“送祝福、送温暖、送春联”迎新春活动。
“坚定信心跟党走，脱贫致富奔小康”
“东风化雨山山翠，政策归心处处春”……活
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用娴熟的楷、行、隶等
字体书写春联，老百姓手捧着刚写好的春联
时，张张笑脸伴随笔墨飞扬。面对群众热切
的期盼，书法爱好者们热情高涨，写了一副
又一副，直到中午时分，墨尽纸光，群众意犹
未尽。当天，书法爱好者们共送出了春联
400 多副。
迎新春活动期间，黄盖湖镇政府还将组
织农家书屋阅读活动、广场舞比赛等一系列
活动，
丰富群众春节期间文化生活。

《赤壁市
“双回双创”
工作侧记》

入围湖北十大党建新闻评选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
2 月 5 日，在赤壁市各基层党组织支部主
题党日活动上，不少党员拿出手机为赤
壁党建新闻入围湖北十大党建新闻评选
投票点赞。
据悉，此次湖北十大党建新闻评选
活动由湖北省党建权威杂志《党员生活》
组织主办，全省共有 40 篇党建新闻入围
参评，
《赤壁市“双回双创”工作侧记》一

文成功入围参评，为咸宁市唯一入选的
党建新闻稿件。截止目前，全市已有 1 万
多人次参与投票活动。
据介绍，近年来，赤壁市坚持党管人
才，谋划推进“四个一”人才重点创新创
业平台的建设，大力实施“双回双创”计
划和“双招双引”工程，建立人才专家交
流联谊机制，持续打造人才工作特色品
牌。

本报讯 通讯员舒俊杰报道：
“2 月 6 日，赤马港办事
处计生办联合赤马港卫生服务中心在市长途客运中心开
展“把健康带回家”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关怀关爱专项行动
暨
“健康幸福过大年”
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现场为流动人口免费称体重、量血压，提供
卫生计生咨询服务，大力宣传国家卫生计生政策，免费向
流动人口发放卫生计生健康知识宣传手册、
折页、
健康包等，
让流动人口将
“健康身体、
健康知识、
健康用品”
带回家。
本次行动共向流动人口发放健康包 50 余个，宣传手册
200 余套，宣传单 1300 余份，红霉素软膏 3100 支，尿素软
膏 1000 支，
计生药具 400 余套。

赤壁市 106 个单位党建单位集中述职

基层党建
“整市推进、整镇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王炜、胡沙报道：2
月 6 日，赤壁市 14 个乡镇（办）党（工）委
书记、92 家市直单位（部门）就基层党建
工作分别作了述职发言和书面述职。
2017 年，赤壁市各基层党组织书记
强化“党建是最大政绩”、
“抓党建首抓政
治建设”的理念，切实担责履职，把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贯彻落实到基层。
以推进基层党建“整市推进、整镇提升”

计划为抓手，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着力
增强各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提升政
治功能，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厚植
党的执政根基。
同时，坚持党建引领，推进党建工作
与“三抓一优”、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社
区治理创新等中心任务融合发展，为加
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设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

5 日，同共科技（赤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各类温
控器生产线上忙碌着。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温控领域和
精密成形领域的集技术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
于 2017 年投产运营，年销售收入 5000 万元，税收收入达 200
万元，预计未来两年可实现 2.5 亿营业收入，提供约 300 多
人就业岗位。
通讯员 王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