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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19日，春风吹拂大地，万物欣欣向
荣。新店镇农技员贺金星来到蒲首山村
指导农户按时育种、配方施肥，介绍农作
物栽培技术要点……

这是赤壁市基层农技员深入田间地
头践行“一线工作法”，打造“零距离”服务
三农的缩影。

为了让农业科技广泛运用于农业生
产，元至3月，该市围绕农业科技知识、强
农惠农政策、种养业主推技术等内容，因
地制宜对种养大户和农民群众开展宣传
和培训。接受村民技术咨询上千次，目前
已推介水稻优良品种15个，发放惠农政
策、生产技术等资料12000余份，发放化
肥、农药等物资价值6000余元。

田间课堂授要领

“你帮我看看油菜如今这个长势还可

以吗？这个时间段最应该做些什么呢？”
该市农业专家金刚在田间课堂授课时，赤
壁镇油菜种植户黄传国拉他来到自家油
菜地，希望能现场解惑。

“您家的油菜正处在开花期，现阶段
要结合菌核病的防治，进行叶面喷肥
……”金刚通过仔细查看油菜叶面、茎秆
和土壤后，现场把脉问诊，开出药方，为种
植户答疑解惑。

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科
技推广与应用步伐，切实指导服务广大农
民科学生产，赤壁市农业部门在农作物栽
培、植物保护、测土配方施肥、农村能源推
广等领域选拔专业技术人员73名，组建

“赤壁市科技兴农专家服务团”。该服务
团以宣讲农业相关法律法规和惠农政策，
解答广大农民朋友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
疑难问题为工作重点，把工作做在田间地
头，建立健全普及农业科技工作机制，打
通赤壁市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抱团发展调结构

17日，赤壁市柳山湖吴家门稻虾种
养基地内一片繁忙，农户们忙着改造稻

田、挖沟抬埂，覆盖薄膜，为投放小龙虾种
苗做准备。

据了解，赤壁市柳山湖吴家门稻虾种
养基地秉持绿色发展理念，选用优质品
种，践行化肥农药两减一增，改善稻田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确保稻田生态种养
的高产、高质、高效。基地依托稻虾产业
以及特色水果种植，带动全村1200人共
同致富。目前已有稻虾田3200亩，预计
可实现收入640万元，人均增收近5000
元。

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科技兴农为原则，赤壁市加大
政府部门对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和种
植结构调整方面的指导，在全市范围内大
力推行稻田综合种养，利用共生关系，合
理规划布局，形成了稻虾连作、稻虾共生、
虾莲共生、深水养虾等发展模式，其中稻
虾连作模式经济效益好，赢得了市场的青
睐。目前全市稻虾连作种植面积已达28
万亩。

备齐农资保春耕

“王大叔，这个‘晶两优华占’水稻

新品种发芽率高、抗病性强、耐高低温、
穗大粒多、产量可靠，非常适合种植。”
日前，农技员张亚琴来到赤壁镇九毫村
五组，向种粮大户王生发推荐优良品
种。

当前，春耕播种在急，选什么样的种
子？如何播种是农户最需要学懂弄通的
事情。赤壁市农业局想农户之所想，急群
众之所急，派出农业专家上门推广优良品
种、现场指导种植要领，受到农户的好
评。同时，农户们更是抢抓农时争主动，
相继开启整地、选种、备农资等工作，投入
到新一年的春播春种生产中。

据了解，2018年赤壁市油菜在田面
积约 28.2 万亩，小麦在田面积约 0.63
万亩。储备水稻种子 90万公斤，其中
早稻种 65 万公斤、中稻种 25 万公斤，
贮备农药80吨，化肥180吨。农业、工
商、林业、气象等各涉农部门主动作
为，围绕春耕生产目标任务，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加强协调联动，全力为赤壁
市春耕生产保驾护航，为 2018 年粮食
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坚实基
础。

赤壁

党员教育片获省一等奖
本报讯 通讯员宋勇华报道：近日，省委组织部下发表

彰通报，对2017年全省党员教育电视片进行评比表彰。赤
壁市选送的党员教育片《春风又绿蒲纺城》荣获一等奖，
《“两学一做”榜样在身边》荣获三等奖，《党建引领 幸福社
区》等多部反映基层党建工作的专题片在观摩评比活动中
获得优秀奖。

近年来，赤壁市委组织部高度重视党员教育制片工作，
注重把握时代主旋律，紧扣党建工作特点，精心选题摄制，
制作播出了一大批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可学性的优秀作
品，为开展党员教育培训提供了生动鲜活的教材，拍摄的电
教片连续多年在全省党员电教片观摩交流中获一等奖。

公安部

慰问赤壁因公牺牲民警家属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报道：20日，公安部刑侦局十六

处副处长张硕来赤壁市，走访慰问因公牺牲刑侦民警徐建
军家属。

在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徐建军同志家中，张硕
详细询问了家属的健康状况和工作生活情况，代表公安部
刑侦局感谢因公牺牲民警家属对公安工作的支持和付出，
并送上了慰问金。他嘱托各级公安机关有关负责人一定要
妥善安排好因公牺牲民警家属的生活。当得知徐建军的女
儿通过招考，即将加入公安队伍时，张硕勉励她继承父亲遗
志，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为
公安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希望公安机关全体民警要
以身边的英模为榜样，学习他们忠于公安事业、精于公安工
作的优秀品质，更好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赤壁

推进扶贫产业公路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马俊报道:近年来，赤壁市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坚持把农村公路建设作为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大力推进扶贫产业公路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

据了解，2017年，该市新建村级公路122公里，其中安
排董家岭等13个贫困村扶贫公路建设计划40公里，安排
鸡公山村等4个村省定贫困村产业公路6公里，安排泉洪
岭村等35个村撤并村通畅及自然村通畅工程建设计划65
公里。窄路加宽11公里，投入建设资金3000多万元。良
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贫困村顺利出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农村群众脱贫致富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障。

赤壁路政大队

开展法规培训暨军训练兵
本报讯 通讯员钱程报道：16日，赤壁市公路局路政

大队组织全体路政人员开展春季法规培训暨军训练兵活
动，邀请专家进行法制专题讲座，并对路政人员进行军事队
列及交通指挥手势方面的训练。

此次法规培训及军训练兵是赤壁市公路局路政大队在
今年春季组织的第一期学习培训活动，此后将在每周五开
展，持续两个月，并在培训结束后对执法人员的学习情况进
行检查与考核。活动旨在落实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关于公
路执法“大学习、大整顿、大检查、大提升”活动》的文件精
神，进一步提高全体路政人员整体素质，锤炼严谨务实的工
作作风，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规范执法、文明执
法打下坚实基础。

科技助力备春耕
——赤壁市春耕备耕纪实

通讯员 王莹

服务三农
15 日，赤壁市升阳种植专业合作社

迎来一群农业专家，他们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户送技术、解难题，指导农户抢抓春
耕备耕黄金时期，加强田间管理，确保蔬
菜粮食丰产丰收。

通讯员 王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徐冬报道：
近年来，赤壁市以“三抓一优”为抓手，着
力开展目标企业对接、重大项目跟进和
招商项目督查等工作，一大批高新技术
企业相继签约落户该市并建成投产，助
推赤壁市经济社会稳步健康发展。

同共科技（赤壁）有限公司是武汉同共科
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7月7日在赤壁市投资
注册成立的一家集技术开发、生产制造、销售
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目前有物联网、制

冷温控器、制热温控器、电控箱、LED照明器
具5个产品系列，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

该项目落户前，赤壁市各方主动对
接，积极服务，认真为企业服好务，解难
题，帮助企业快速在赤壁市落户建设。

受赤壁市招商安商的各项政策和服
务吸引，公司总部决定加大在赤壁的投资
建设力度，于2017年11月公司二期“冷板
碾”项目进驻赤壁。目前，二期项目正稳
步推进实施中，发展前景广阔。

本报讯 通讯员王绍华、胡沙报道：
日前，赤壁市2018年“一村多名大学生计
划”第一批网络报名工作基本结束，通过
网络报名人数近60人。

2018年“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以
农村现有基层干部和优秀青年为主要培
养对象，择优选拔优秀青年农民免费接
受专科层次（全脱产）学历教育，培养一
批本乡本土留得住、用得上、能致富的新
型农民大学生。

赤壁市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将实施
情况纳入对各乡镇2018年人才工作目标
考核任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将目
标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到乡镇，采取在
电视台、赤壁热线、赤壁人才公众号、微
信群发布招生信息、进村入房上门发放
招生简章等形式面向社会广泛宣传，通
过微信工作群、电话、现场检查等形式跟
踪督办进展情况，确保了2018年“一村多
名大学生计划”报名组织工作有力推进。

赤壁助推工业转型升级
着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落户

赤壁为乡村振兴育英才
推进一村多名大学生计划

21日，赤壁市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渔政站联合赤壁市
公安局陆水湖水上派出所组织开展清湖行动，严厉查处禁
渔期非法捕捞行为。图为执法人员正在割除非法诱鱼罾
架。 通讯员 李传丽 摄

武汉理工大学生

来赤壁华新参观学习
本报讯 通讯员李攀龙报道：近日，来自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60名大学生来到华新水泥（赤壁）有
限公司参观学习，了解水泥生产工艺流程与过程控制管理，
实地感受华新企业文化与赤壁工业经济发展。

在该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企业负责人与师生
们一起观看了企业宣传片《百年华新 华丽转身》，并通过图
文并茂的PPT课件简要介绍了赤壁工业经济发展现状，华
新发展历程、荣誉、主营业务与发展方向及华新赤壁公司的
水泥生产工艺流程。在“安全五分钟”讲解后，师生们穿戴
好劳保用品分为两组参观了窑磨现场、化验室、中控室、余
热发电、RDF等区域。

此次参观活动，通过实践教学与理论知识相结合，进一
步巩固了大学生们的专业知识。同时，华新赤壁公司也以
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昂扬向上的员工精神面貌向他们展示了
华新的文化底蕴与赤壁“转型升级 绿色崛起”的魅力。

文明风尚建新城

爱心汇聚抗病魔
通讯员 李杰 章威

陆水湖双泉山村26岁的美丽女孩
邓小星，在父母、邻里眼中一直都是一
个优秀的孩子。2011 年，她以优异的
成绩如愿考入医药大学，大二时，邓小
星突感不适，检查后被诊断为多发性
硬化症，该病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
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医学
上一种罕见的疾病。患病后，邓小星并
没有放弃梦想，一边治病一边继续学习，
然而，病痛无情，到2015年，病情发展，
她的眼睛出现异样，吞咽困难，行动不能
自如。

患病6年来，邓小星家人倾尽全力带
着她辗转全国各地寻医，家中早已一贫如
洗，四处欠债。巨压之下，原本身体不好
的爸爸，健康每况愈下，妈妈也因操劳过
度白了头，哥哥嫂嫂迫于经济压力，留下
了待哺婴儿给妈妈照顾，双双外出打工。
妈妈既要照顾孙儿又要负责小星的饮食
起居。想到家中因自己患病而负债累累，
还要拖累父母和哥哥姐姐，小星心中充满
了自责。

得知邓小星的遭遇，市民政局、志愿
者协会纷纷向她伸出援手，多次来到家中

看望和鼓励她，并送来慰问金。“爱心妈
妈”陈和安得知消息也从外地赶回赤壁看
望小星。在了解小星的病情和困难后，

“爱心妈妈”陈和安决定资助她，带她寻访
名医，助她早日康复。有了这么多爱心人
士的关心，小星激动地多次向大家表示感
谢。“病治好后，我也要成为一名志愿者，

回报他人和社会。”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坚强励志的

小星更加坚强和乐观了，小星和家人也
燃起了新的希望。在此，我们希望更多
的社会爱心人士为邓小星伸出援助之
手，也祝小星能早日恢复健康，去追逐自
己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