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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村容村貌整洁，生态环境优美，民风
淳朴和谐……走进赤壁市沧湖生态农业
开发区，但见得苍翠满目，鸟语花香，一
派欣欣向荣景象。

这里，曾经是被人称之为“烂泥湾”
的贫寒之地，污水横流，沼泽遍野，更是
让人闻之色变的血吸虫泛滥区。为将荒
原变家园，近年来，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
在该市统一部署下，结合自身的资源禀
赋，依托社会资本，用勤劳和智慧，建成
独具特色的生态田园特色小镇，率先实
现赤壁市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完美蜕变。

文化促进精神文明

在赤壁市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每天
都有几十人来到设在村党支部的农家书
屋，他们有的查阅资料，有的欣赏文艺作
品，有的下棋，有的打球，生活丰富多彩。

近年来，赤壁市从完善文化阵地入

手，着力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农
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全市各个村都
建设有中心文化广场、文化中心户、农家
书屋、文化墙等。同时着力开展“送文
化”和“种文化”活动，一方面把优秀的电
影、戏曲、文艺演出等送下乡村，一方面
注重培育村级文化领头人和本土文化人
才队伍，举办广场舞、歌咏比赛，利用春
节、元宵等传统节日，推动优秀民间文化
在新时期的传承和发扬。

为全面提升农村群众文化艺术品
味，该市还定期组织书法家，舞蹈老师下
乡，开办免费培训班，以丰富乡村群众文
娱生活，将文化种在乡村。

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促进
了新风正气的形成，引导群众树立起积
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沧湖生态农业开发
区党委副书记宋成颖说：“自从有了文化
阵地，以前乡下随处可见的麻将不见了，
而农家书屋热闹了。”

交通拉近城乡距离

“纯电动公交车开到家门口，进城办事
或是将家里的蔬菜、鸡蛋之类的农副产品
拿到市场去卖都很方便。”18日，家住中伙

铺镇长山社区近60岁的贫困户张新发说。
张新发的感受来源于赤壁市开通城

区至中伙铺镇新能源公交车。目前，赤
壁市已开通2条城区至乡镇的新能源公
交农村客运线路，这是该市加快农村公
交化改造，实施交通惠民生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赤壁市积极推进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建设，根据城市发展的要求，
在现有存量基础上，对城市周边20公里
范围内的乡镇农村客运线路进行公交化
的改造。2018年，该市将积极争创全国
县（市）级“公交都市”，打造全国县域公
交品牌，继续巩固“村村通客车”成果，加
快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推进农村客运
公交化进程，提升农村客运服务品质。
以国家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市为目
标，以实实在在的举措，从细微之处精准
发力，努力为群众提供更美好的出行条
件，让城乡地理距离更接近。

村容提升幸福指数

走进赤壁市新店镇土城村，洁净的街
道、清爽的门庭、新鲜的空气迎面而来。

“以前我们村里每次遇到刮风天气，
塑料袋等垃圾被风刮得满村都是，难闻

的臭味更是满村弥漫。”据土城村支部书
记饶有洪介绍，为解决垃圾围村现象，村
委会经研究决定，将全村垃圾收集处理
进行整合，实现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一
体化，同时，更注重营造全民参与垃圾整
治的气氛。该村党员带头，遇上垃圾就
捡，碰上不讲卫生的群众就劝说，对极个
别劝说无效的村民，党员就天天去他家
门口给他捡垃圾。在党员干部的带动
下，全村群众养成了爱卫生讲清洁的好
习惯。

该市官塘驿镇由赤壁北控水务有限
公司按BOT模式进行投资，占地面积
5000平方米，投资1000万元，一期处理
规模为1500吨的污水处理厂也于2017
年正式投入运营。

“以前总有部分生活污水暴露在外，
不仅气味难闻，又污染环境，现在建起了
污水处理厂，污水有地方排了，乡村环境
也更美了！”官塘驿镇官塘村四组村民熊
元仙对污水治理项目赞不绝口。

农村环境痼疾，正在一天一天地破除。
城乡建设，赤壁市正以昂扬的姿态，

用勤劳和智慧，为振兴乡村提供了优美
环境和精神动力。

赤壁

举行全民阅读暨经典传唱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江桦报道：4月23日，赤壁市开

展以“全民阅读新时代 魅力书香新赤壁”为主题的全民阅
读暨文化赤壁经典传唱活动。

活动以阅读为主题，用艺术的形式，展示了读书之美。
市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少年中国说》，展示
了当代学生少年当自强的决心和信心；市旗袍协会将经典
读物与旗袍艺术相结合，展现了女性读书的修身养性之美；
赤壁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记者朗诵《让心灵与书美丽邂逅》，
用心发声，用爱传递，用好声音为美文插上翅膀。

城乡共进日日新
——赤壁城乡一体化建设见闻

通讯员 张升明 谢少新 袁俊

提升内涝
防治水平

4月24日，东风排涝泵站项目工地上
机器轰鸣，施工团队正抢抓进度，加紧施
工。

目前，该项目主泵房主体结构已经
完成。待项目全面建成后，既能补齐城
市排水防涝能力“短板”，又能保护修复
城市生态环境，是推进赤壁市海绵城市
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提升城市防灾减
灾避灾能力的民生德政工程。

通讯员 王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申鸣报道：“他是一
位正直、善良、富有爱心的人。”说起曹竹
海，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陆水纸业小区主
任何家卫这样评价道。

曹竹海，中等的个头，憨厚的外表，
其貌不扬，语言不多，但只要在小区提起
他，没有一个人不称赞的。小区里谁家
有什么事要帮忙，他总是主动伸手。小
区里建健身场，因资金一时难以到位，他
毫不犹豫，资金先掏钱垫付。只要是有
利于大家的事，他总是义无反顾，从不计

较。
但在这些表面的热情之下，很少有

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的获得者，一位献血勇士。

从2004年第一次献血，到现在14年
了，曹竹海的献血证已经装了半抽屉。
这些献血证记录的地点，有的是在武汉，
有的是在咸宁，有的还在外省。

“我是在单位开车的，因为工作的
关系，我总是奔跑在路上，所以跑到哪
里，就在哪里献血。”曹竹海说。在 14

年的时间里，他的总献血量在15000ml
以上，相当于3个成年人身体血液的总
含量。而他也因为无偿献血，收到国家
卫计委、中国红十字总会及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卫生部联合表彰 2 次：2014 年
12月被评为2013—2014年度的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铜奖、2016年 12月被评
为 2015—2016 年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

2011年8月，曹竹海送货去武汉，等
待卸货时，听说武汉同济医院有个病人

需要输血，可是当时血库血液紧张，要到
外地调血。生命在争分夺秒，容不得一
丝半毫的闪失。曹竹海当即赶到同济医
院，对医生说：“我们是同一血型，抽我
的。”一时间，感动现场所有人。

有人曾对曹竹海说：“你的血可以卖
给血库，一笔不小的收入呢。”

曹竹海总是笑笑，不为所动：“我只
是想尽自己的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让他们在孤单无助时，还能感到一点温
暖，看到一点希望。”

但行好事 无患得失
——记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曹竹海

本报讯 通讯员综合报道：4月24
日，随着轰鸣的电锯切割声，赤壁市赵李
桥镇一违法钙石加工厂主要生产设备被
强制拆除。这是21日以来，赤壁市进行
环保督察引发的环保风暴。

群众利益无小事，环境保护不松懈。
近年来，赤壁市强化责任担当，把整改作
为关键，坚决落实边督边改工作要求，不
讲客观条件，不强调客观理由，从快从严

抓好落实省督察组反馈的问题。同时，全
力以赴、主动排查、主动认领、主动整改，
确保不留死角、不留隐患、不再反弹。

截止24日，赤壁市环保局九个工作
专班30多人分赴该市各地开展环保督
察，累计核查落实信访件12起，检查企业
62家，查找问题66个，现场处理问题38
个，立案查处环境违法行为10个，关停企
业1家，下达整改通知书15份。

赤壁加大环保督察力度
本报讯 通讯员洪华敏、李尧报道：

今年，赤壁市坚持产品的绿色生态环保，开展
科学防控试验，促进茶产品质量提档升级。

该市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以及
高端人才，先后召开茶业转型升级专家
座谈会，引进专家级人才3名，引进改造
砖茶紧压线、生物质锅炉等先进设备6台
套，引进先进技术3项。该市茶发局大力
推进绿色防控和增施有机肥，加快转变

病虫害防控和施肥方式，构建轻简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茶叶绿
色生产技术社会化服务模式，确保茶叶
质量安全。

赤壁市加强创新研发，加强产品质
量管理，开发四化（功能化、便捷化、时尚
化、多样化）产品，全年创新开发出各种
办公茶、居家生活茶、宾馆接待茶等40余
款产品。

赤壁提升茶产品科技含量

“税是啥？税是钱。税像川剧会变
脸，一变变成高速路，二变变成大花园，
三变变成新学校，四变变成大轮船，五变
变成大火箭，嗖嗖嗖嗖冲上天……”小小
的身体，稚嫩的声音，传递税收宣传新信
息。4月24日，赤壁市地税局、国税局在

行政服务中心办税大厅联合举办了小小
税收宣传员之“税务便民服务体验”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通过漫画的方式在
办税大厅中熟悉纳税人学堂、办税窗口、
导税台等基本设施，实地操作了自助办
税机、自助发票领购、叫号机等设备的使

用方式。并现场讲述税收小故事、背诵
税收宣传词，让孩子们理解“税收取之于
民用之于民”的道理。

此次活动是赤壁市地税局、国税局
举办的“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系列校园税
收宣传活动之一。税收宣传月期间，两

局还将携手走进校园，围绕“优化税收营
商环境，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开
展税收征文活动，让同学们从小认识税
收、理解税收，提高税收法律意识与责任
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税收宣传及
诚信纳税的良好氛围。

税务宣传润童心
通讯员 但丽莎

黄盖湖镇

大力整治村庄卫生环境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说起黄盖湖

镇黄盖咀村，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可能还是房前屋后的
乱堆放、垃圾乱扔、房屋杂乱无序的面貌，但现在，只要
你到黄盖咀村走一圈，房前青草绿葱葱、屋后堆放井然
有序……

今年，黄盖湖镇以“无乱打乱建”创建为抓手，深入推进
“村庄环境整治”工作，将垃圾整治和拆除乱搭乱建作为重
要工作，强势推进全镇拆违工作。黄盖湖镇制定了全镇存
量垃圾整治方案，各村召开了群众大会，主要街道路口悬挂
宣传横幅10条，致农民一封信2000份，建立了“六大战
区”，分区作战、村民治理的措施，打好清理存量整治拳，全
镇清理存量垃圾点位22处。

目前，该镇已投资约60万元，购置了垃圾车，新增街道
保洁员，并在每家每户的门口放置了垃圾筒。

赤壁住建局

畅通信访渠道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余庆报道：“仅用5个工作日，

手续就全部办好了。”4月23日，赤壁市凤凰山社区居民卢
陆水接过准建手续时说。

由于旧房年久失修，无法住人，卢陆水想建新房，可卢
陆水不知怎么办理建房手续。4月17日，他找到住建局信
访办。该局信访办负责人舒新国结合政策法规，认为卢陆
水的建房要求合理合规，当即与有关部门沟通，仅用5天时
间，卢陆水就办齐了准建手续。

近年来，赤壁市住建局不断开拓信访途径，建立起“信、
访、电、网”及“随手拍”五位一体的信访渠道，畅通信访渠
道，切实提升信访工作质效，深受群众好评。

赤壁农机局

一心一意助农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王炜报道：“农机局的扶贫队

又帮了我一大忙。”近日，中伙铺镇杨家岭村脱贫户张虎林
高兴地说，赤壁市农机局驻村的精准扶贫工作队帮他争取
了20万元的扶贫贷款，解决了扩大养殖规模的资金短缺问
题。

不久前，驻村扶贫工作队了解到脱贫户张虎林准备扩
大养殖规模，急需周转资金的情况。在了解这一困难后，该
村驻村工作队积极与银行等部门联系为其申请20万元的
再就业小额贴息贷款。除此之外，还联系市畜牧局，争取畜
牧技术指导，做好养殖技术跟踪指导，确保张虎林的养殖场
扩大规模后，能起好步，尽量降低养殖风险，早日带领乡亲
们一起致富。

柳山湖镇

发展立体农业产业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孙睿报道:今年以来，柳山

湖镇以产业农业为龙头，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该镇依托现有的葡萄基地、水稻基地、莲藕基地、稻虾

连作基地、特色养殖基地，延长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
工业，构建有看、有采、有玩、有吃、有住的立体农业产业模
式。同时，采用“选”、“请”、“派”等方式优选一批“领头雁”，
培育新型农民，壮大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目前，柳山湖镇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特点，已制定《产
业发展实施规划》，明确了柳山乡村振兴路线图和时间表，
今年，该镇小龙虾交易市场将投入使用，冷库物流园将建成
运营。

赤壁部分单位及个人

获咸宁市五一劳动奖状奖章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报道：近日，从咸宁市总工会传

来好消息，赤壁市部分单位及个人受表彰：赤壁市公共汽
车运输总公司、赤壁市供水总公司获2018年咸宁市五一
劳动奖状；赤壁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湖北帅力化工有限公
司、万通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获2018年咸宁市工人先锋
号；王伟、谢蕾萍、陈迪昭等8人获2018年咸宁市五一劳
动奖章。

近年来，该市广大企事业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蒲纺桃花坪社区工作者陈迪昭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百姓的
贴心人；公汽总公司坚持服务至上，做百姓身边的司机；华
舟应急装备产业园作为该市的重点项目，让“中国智造”在
国庆阅兵仪式上有了赤壁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