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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培训245名基层党组织书记

推进市直机关党建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张元科报道：为有效提升市直

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履职能力，推进市直机关基层党建工
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作好示范，3月30日，赤壁市市直
机关工委举办市直机关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给245名
市直单位基层党组织书记、党务工作者“充电”。

据悉，此次培训以党建工作相关条例和法规为依据，以
基层党建工作应知应会内容为重点，以提升党组织书记党
建工作实际操作能力为关键，以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党务

“做什么”“怎么做”为核心，组织开展了基本党务常识、党员
队伍管理教育、机关党组织换届选举等5个方面的培训。

“你家的猪不活泼其实是因清明前
后昼夜温差大，免疫力下降，一定要注
意做好通风保暖、圈舍消毒、补充营养
和防疫等工作。”4月3日，赤壁市畜牧
兽医局高级兽医师黄远全，来到赤马港
办事处陆逊湖村八组吴忠秀家，为养殖
户答疑解惑。

眼下，天气回暖，各类细菌病毒开
始繁殖，而刚刚熬过寒冬的畜禽抵抗力
低下，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疾病或死亡，
每到这时，“畜牧郎中”便成了广大养殖
户们最需要的人。今年以来，赤壁市围
绕提质增效转方式，狠抓标准化养殖，
开展科技培训，广泛推广畜牧科技应
用，注重引导示范，推进农业循环示范
基地建设，全面促进畜牧业绿色发展。

标准养殖壮规模

在赤壁市车埠镇官田村蜿蜒曲折
的通村公路旁，一间间干净整齐的标准
化猪舍里，养殖户石拥军正在忙碌。

“以前我的养殖场很小，选址、建设
布局均不合理，畜牧兽医局技术人员多
次和我对接，全方位考察，帮我选址重

建，鼓励我进行标准化养殖。现在的养
殖规模扩大了，还根据全年主导风向重
新设置了功能区，新增了粪污处理、污
水处理设施，规范了养殖管理模式，猪
群抗病力明显提升了，经济效益有了保
障。”石拥军谈起自己的标准化养殖，对
赤壁市畜牧兽医局感激不尽。

如今，石拥军立足标准化养殖，建
起了3个万头猪场，兼并重组当地3个
规模养猪场，达到年出栏生猪5万头规
模，年创产值8000万元，成为赤壁市名
符其实的生猪养殖领军人。

今年来，赤壁市全面推进标准化养
殖，强化责任落实，增强技术指导，整合
各方资源，助力畜禽养殖户壮大规模，
提高种群健康水平和抗病力，最大限度
地减少疫病的发生，保障养殖户的经济
效益，同时让畜禽产品更安全、健康、绿
色。

科技养殖做后盾

“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回乡的很
多，大家瞄准农村地多荒废的现状，大
力发展畜牧业。这些养殖户能吃苦，肯
钻研，就是专业知识少，实践经验不足，
在养殖上会遇上这样那样的问题。为
了解决他们的忧虑，保证他们顺利养
殖，我每个月都要下乡去给他们看看，
并传授一些畜禽疾病防控知识。”黄远

全向笔者介绍。
为推动畜牧经济稳定增长，除组织

专业技术团对养殖户进行一对一指导，
赤壁市畜牧兽医局还狠抓科技应用，举
办新型职业农民畜禽养殖技术培训班2
期，培训100人次；联合武汉正大有限公
司举办标准化猪场建设及产业链研讨
会1期，培训100人次；联合咸宁市畜牧
兽医局举办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3期，
培训40人次；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发
放宣传册2000余份。

同时，为保证养殖户的经济收入稳
步增长，赤壁市畜牧兽医局积极给养殖
户出谋划策，助推全市生猪规模养殖场
进行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建设，推行

“公司＋基地＋养殖户”的运作模式；抓
特色产业，利用区位优势，指导生态土
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标准化生产；推
行“合作社+养殖户”的发展模式，做好
品牌效应；开发生态特色禽产品，发展

“林下经济”，促进家禽产业健康发展，
保证养殖户增产增收。

生态循环增效益

“雨污分流+干清粪+集粪池+沼气
池+生物塘+经济林”的循环模式，是赤
壁鹏利有限公司探索出的一条可持续
发展道路。

“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猪会不断排
泄，生产的干粪通过堆积发酵处理和

污水尿液经厌氧发酵产生的沼渣全部
施入油茶基地作底肥，沼液经过管道
输送到油茶基地灌溉，既可以减少化
肥的使用，又减轻了对土地的污染，充
分实现了资源有效利用。”顺着赤壁鹏
利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六英手指的方
向，只见猪舍旁就是沼气池和沼液输
送管道。

该公司位于新店镇官仕坳村七组，
主要从事生猪养殖和油茶种植，是集养
殖与种植为一体的循环经济基地。公
司从2010年起开始建设，到目前为止，
已完成投资2600万元，建成了6000平
方米的养猪场和 5000 亩油茶种植基
地，年出栏生猪10000头。

2017年，赤壁市生猪出栏36.89万
头，同比增长3.89%；存栏35.12万头，同
比增长2.96%。家禽出笼478.8万只，同
比增长3.64%；存笼426万只，同比增长
1.91%。牛出栏 0.88 万头，同比增长
1.15% ；存 栏 3.96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2.33%。羊出栏 2.54 万头，同比增长
0.79% ；存 栏 2.75 万 头 ，同 比 增 长
0.36%。畜牧产值达到10.15亿元。

如今，赤壁市基层畜牧干部正以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为座右铭，指
导养殖户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畜禽产品
质量，做好基础免疫，强化安全监管，狠
抓粪污治理，持续推动畜牧业安全、健
康、绿色发展。

赤壁市科协联合志愿者

组织留守儿童课外体验
本报讯 通讯员但唐静、李杰、王万里报道：3月28

日，赤壁市科协联合赤壁义工志愿服务队、校园师生志愿
服务队，组织神山镇西凉小学20名留守儿童参观市科技
馆和博物馆，游览玄素洞，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和体验科
技的魅力，了解赤壁历史文化。

赤壁市科技馆是该市面向社会公众进行科普宣传和
教育的重要场所，现有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旋律、数
学魅力、健康生活、安全生活、数字生活等10个主题展区
50余件互动展品。西凉小学的孩子们对科技馆的展品充
满了好奇，每一样都要动手试一试，问一问科学原理，科技
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都耐心地为孩子们一一解答。

此次活动，拓展了留守儿童视野，增长了他们的科学
文化知识。同时，让留守儿童不再孤单，并感受来自社会
大家庭的温暖。

安全 健康 绿色
——赤壁市全面促进畜牧产业升级增效

通讯员 王莹 饶哲清

畜禽防疫
全覆盖

4月3日，赤壁市赤马港畜牧兽医
服务中心组织防疫员深入辖区畜禽养
殖场，开展家畜免疫、家禽免疫注射综
合服务。

4月以来，赤壁市全面启动春季畜
禽防疫工作，采取“调查摸底、分组进
行、逐户推进”的方式，规范防疫流程，
狠抓畜禽防疫密度，做到应免尽免、消
除隐患，确保全市畜禽产品安全、畜牧
业稳步健康发展。

通讯员 王莹 饶哲清 摄

4月3日，赤壁市人武部组织领导干部、民兵应急连，以
徒步行军5公里野外拉练的方式，到羊楼洞抗美援朝烈士
陵园，缅怀革命烈士，弘扬优良传统，锻炼意志品质。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中伙铺镇围绕社保工作

开展咨询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刘亚琴、刘焱军报道：日前，中伙铺镇

人民政府和该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在镇街道联
合开展“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活动，重点围绕职工和居
民在登记、参保、缴费、待遇领取、转移接续等方面的热点问
题为群众现场答疑解惑。

当天，该镇紧紧围绕“全民参保”、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险这一主
题，覆盖公共就业、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一卡通、人事人才、
劳动者权益保障及其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政策信
息，现场张贴宣传画150幅、发放宣传资料300份，接待咨
询120余人，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广水检察院

到赤壁学习取经
本报讯 通讯员综合报道：3月28日，广水市检察院

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晓霞一行到赤壁市检察院驻所检察
室进行交流学习。

当天，赤壁市检察院就当前该院驻所检察室的人员组
成、软硬件配置、工作方法、办案模式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就
驻所检察室如何连续两届申报成功“全国一级规范化检察
室”交谈了心得。广水市检察院也对当前广水市检察院驻
所检察室的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介绍了一系列宝贵的
经验特别是驻社区矫正检察室工作经验。

赤壁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李海波说，感谢广
水检察同仁的传经送宝，广水经验让我们打开了思路。希
望两地检察机关继续保持经常性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共同
进步。

赤马港办事处

扎实推进河长制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李孝华、舒俊杰报道：4月2日，赤马港

办事处组织四清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队伍对陆水河沿线进
行摸排调查，切实履行“河长制”职责。

巡河组一路查看河流、水库、渠道，一路了解水利设施
建设、河道清理及河岸环境情况。巡查过程中，要求建好

“台账清单”，对河面漂浮物进行集中打捞和流动打捞，做到
日产日清，保证捞清、捞光，针对沿线沿岸堆放的垃圾、杂
物，要组织人员及时进行清理，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村
民共同爱护河流，守护好绿水青山。

下一步，该办事处河长制办公室还将定期对责任河流
开展巡河，及时发现并制止乱扔乱倒、乱采乱挖、乱设障碍
物、乱搭乱建房屋、养殖棚等行为。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4月2日
上午9时30分，赤壁市晨力纸业有限公
司财务人员到该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
务厅地税窗口成功申报2018年第一季度
环境保护税174447.09元。该市地税工
作人员成功开出该局第一份环境保护税
完税证，这标志着环境保护税在赤壁市顺
利开征。

“环境保护税相比排污费征收更规
范、更科学，对我们企业加大排污治理有
不小的促进。我们愿为保护生态环境多
做一点事。”赤壁市晨力纸业有限公司财
务管理人员在拿到该公司第一张环保税
税票后由衷地说。

环境保护税法是我国首部体现“绿色
税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

作为按季申报的全新税种，环保税于4月
1日迎来首个征期。为确保环保税在赤
壁市顺利平稳开征，赤壁市地税局做了大
量细致的征管准备工作，并与财政、环保
部门密切协作，实现环境保护税征收准备
工作无缝对接。今年3月，该局组织环保
税相关纳税人进行了模拟申报，逐户进行
辅导，确保每个纳税人懂政策、能计算、会

申报。同时，该局还利用微信、上门等方
式，“一对一”“面对面”提供环保税申报纳
税辅导服务。

“实施环境保护费改税不以增加财政
收入为目的，旨在通过税收杠杆促进企业
减少污染物排放，对推动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意义。”赤壁市地税局相关负
责人说。

赤壁市环境保护税顺利开征
晨力纸业拿到首张环保税发票

赤壁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

积极开展清洁家园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综合报道：3月31

日下午，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
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
乡村"精神要求，赤壁团市委联合赤壁义
工志愿服务队组织30余名青年志愿者赴
周画岭社区开展“乡村振兴·清洁家园”
活动，大家为社区道路除尘掸新，倡议居
民积极加入清洁家园活动，共建美丽乡
村。

当天，志愿者们带着扫帚、铁锹、火
钳等清扫工具，或清扫路边的落叶，或清
理堆积的生活垃圾，或捡拾白色垃圾，大

家干得热火朝天。在志愿者的带动下，
附近的居民也拿起自家工具参与到清扫
活动中来。不到两个小时，通往学校的
街道两旁就整洁亮丽一新。

赤壁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引导和鼓励更多志愿者积极参与到清
洁家园行动中来，一方面为居民创造良
好的居住环境；另一方面以实际行动号
召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农村人居环境专
项整治工作中，从思想上提高改善自身
环境意识，为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而
努力。

赤壁市干部培训主体班

加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宋勇华、魏渊报道：

“学习态度不端正，导致学习自觉性主动
性不强。”4月2日，在赤壁市委党校5楼
会议室里，来自柳山湖镇的党员干部陆
虎红开展自我批评时，不护短、不遮掩，
直截了当。

当天，赤壁市2018年上半年干部培
训主体班学员以“加强党性锻炼，培养优
良学风”为主题在这里召开了组织生活
会，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大家经
受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

此次组织生活会只是赤壁市大力推

进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一个缩影。赤壁
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在抓好理论教育、
严格学员管理的同时，在锤炼党员干部
党性修养上狠下功夫。此次主体班培训
以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为抓手，对主体班
党性锻炼计划、支部组织生活会、党性分
析小结等作出了具体安排，通过理论讲
座、现场教学、现身说法等灵活多样的培
训形式，进一步提升党性教育针对性和
实效性，强化党校党性锻炼的熔炉作用，
真正激发学员党性教育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