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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街道环境

赤壁城管开展“三车”整治
本报讯 通讯员章威报道：为巩固“三车”整治成果，连

日来，赤壁市城管执法局再次组织执法人员对城区卖车、洗
车、修车“三车”占道经营、私自搭建护坡等违法行为进行整
治，优化街道环境，保障人行道安全畅通。

执法人员检查发现，经过前段时间的整治，瑞通大道、
河北大道等路段的占道经营、私自搭建护坡、车辆违停等现
象已经明显减少，但仍有少数商家及车主对整治工作置若
罔闻。执法人员现场对私自搭建的护坡进行了拆除，对违
停车辆进行抄牌处罚，对占道经营的商家进行了批评教育，
并勒令其限期整改。

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三车”乱象损坏公共财
产，影响了城区卫生和形象，给市民出行带来了不便和安全
隐患，必须坚决予以整治，确保“三车”乱象得到根本性好转。

筑牢堤防
保障安全

近日，黄盖湖大堤堵口堤段上挖机、
运输车往来穿梭，秩序井然，全国重点水
利工程项目——黄盖湖防洪治理工程
（湖北部分）正有序推进。

据悉，黄盖湖防洪治理工程估算总
投资 16.3 亿元，其中湖北部分 5.7 亿元，
工程建设期3年。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
决黄盖湖流域水灾害、水生态、水环境问
题，进一步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
食安全，促进人水和谐，改善水生态环
境。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市科学技术协会多方筹措资金，丰富科技馆展教
内容、配置机器人、无线电等科学教育资源，为青少年科学
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保障。图为青少年学生开展机器人培
训活动。 通讯员 但唐静 摄

赤壁市直机关工委

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张元科报道：4月25至27日，

赤壁市对市直机关160余名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培训
内容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
史、党纪党规、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等。

为增强入党积极分子在实践中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市直机关工委、市志愿者协会机关干部志愿者分
会组织他们到砂子岭社区火车站小区开展“爱我家园 共建
文明”志愿服务活动。

大家身穿红色志愿服，自带扫帚、簸箕等清洁工具，为
小区开展卫生大扫除。散落的垃圾、道路两侧的杂草、排水
沟里的淤泥、墙上的“牛皮癣”等很快就被清除干净。大家
还向小区居民和过往市民发放“城市管理‘十讲十不准”宣
传单，提醒市民爱护家园、讲究卫生、共建文明。

“现在住的比以前好多了，房子宽
敞、明亮，也方便，买个东西健个身，出门
就能搞定。”5月2日，家住木田畈社区的
78岁老人谢先乐高兴地对前来探望的亲
友说。

谢先乐老人本是原木田村7组村民，
以前在乡下住的老式结构的平房，乡村
环境也很是脏乱，但当听说要进行整体
搬迁时，他起初并不愿意。

“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村民搬家，他
们这个不肯，那个不愿意。又是担心承
诺难到位，又是担心拆迁款，又是担心还
建房周围环境差。”赤壁市棚改办项目负
责人介绍。为了打消村民们的疑虑，他
们多次上门做工作，将村民代表带到已
经完工的其他棚改区现场参观。经过多
次交流，总算打消了村民的疑虑。

为了让村民们满意，赤壁市城市建

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更是通过招
标，由专业资质的规划设计公司对还建
的木田畈小区进行设计。该公司项目负
责人郭建介绍：“经过周密的设计，除了
房子通风与采光，更注重公共活动场所
的设计。”现在的木田畈社区，不仅有商
店，更预留有幼儿园、医务室、老年活动
中心。除此之外，还建有一个400多平米
的活动广场和篮球场、羽毛球场，老人健

身和儿童游乐设施齐全。为了让居民住
得舒心，小区留有6000平米的绿化面积，
全部栽种上了桂花树等常绿树种。

正是因为设身处地为村民着想，让
老百姓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感受到幸福
感、获得感，从而破解了棚改过程中的搬
迁难问题，赤壁市棚改办正以全心为民
的初心，开创出一片和谐家园，为村民构
筑舒适的家园。

为民构建舒适家园
通讯员 张升明 陈亮红

智慧广电 惠民整转

赤壁启动新一轮数字电视整转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黎维新报道：4月29日，赤壁市

有线数字电视二次整转·高清智宝盒免费置换活动在市人
民广场举行。

自2008年实施数字电视整体转换以来，赤壁基本上实
现全城标清数字电视的全覆盖。为了配合这次数字电视整
转，赤壁广电网络公司在前期全城光纤网络改造的基础上，
不仅推出了高清“智宝盒”，还有湖北微TV、电视购彩、湖
北广电网络世界杯球迷盛宴活动、广电VR等一批紧跟移
动互联网技术的新应用，链接广电光纤宽带就可在手机和
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上实现电视直播、回看、点播、观
看世界杯直播盛况以及与电视终端遥控互动等。

中伙铺镇

未雨绸缪迎汛期
本报讯 通讯员周曼丽报道：在汛期即将来临之际，为

保证各水库正常运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伙铺
镇组织专班对区域内32座水库进行排查。

巡查中，发现有部分水库输水管堵塞、坝体上方有土方
堆放导致坝体虚脚、水位过高等问题。中伙铺镇迅速制定
整改方案报至市防汛指挥部，并请市水利专家现场勘查，彻
底解决“疑难杂症”。

下一步，该镇将组织开展防汛业务培训，进一步完善防
汛专业抢险救灾队伍；完善防汛应急预案，突出抓好防洪安
全防范处置工作，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
度，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做好信息收集、分析和报送；加强对
易洪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隐患点等的巡查，实行
定人、定责、定点防守；开展防汛抗旱宣传，进一步提升群众
避险自救的意识和能力。

赤壁联运总公司

义务劳动庆“五一”
本报讯 通讯员潘艳报道：“五一”期间，赤壁联合运输

总公司开展“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向
劳动者致敬。

该公司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在党支部书记范江林的带
领下，对赤壁风情至华润电厂全程大约十五公里的路段进
行清扫。干部职工齐心协力，发扬不怕苦，不怕脏的精神，
经过5个小时的劳动，让该路段恢复整洁干净。通过此次
义务劳动，不仅充分增强了党员干部的凝聚力，使职工在劳
动中感受到奉献的快乐，更展现联运人的精神风采，为构建
文明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报讯 通讯员蔡梅、胡元香报道：
日前，赤壁市中医医院领导班子成员及8
名义工，再次来到神山镇大桥村走访、看
望贫困户，给贫困户杨从儿捐赠衣物、日
用电器，帮他打扫卫生。还为村民讲解
卫生健康知识，帮助清扫村文化广场。

这是该院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落实“一
周打一次电话，一月见一次面，一季度同吃
同劳动一天”“三个一”工作的具体体现。

今年来，该院领导班子成员、扶贫工作
队队员多次进村入户，详细了解扶贫对象
的家庭成员、身体状况、经济来源等情况，
并认真分析贫困户致贫的原因，针对性提

出脱贫致富的途径和措施。还互留了电
话，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坚定信心，积极
面对人生，让被帮扶对象切实感受到该院
党员干部的深情厚谊及党组织的温暖。

同时，该院还为帮扶对象、村民讲解
健康知识，解答问题，提供免费测量血
压、健康体检服务。以实际行动，多渠道
帮助帮扶对象早日实现脱贫出列。

本报讯 通讯员李杰报道：4月28
日，赤壁市志愿者协会义工联盟服务队
来到蒲圻办事处金潭村，向残障小伙章
坤垅送去鸡苗，帮助他燃起脱贫致富的
信心。

章坤垅家有3口人，此前主要靠父亲
打零工维持生计，本来生活就非常困难。

2015年，母亲被检查出脑肿瘤需长
期服药，这让章坤垅已一贫如洗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章坤垅不甘现实，搭建
了简单鸡舍，开始试着通过养殖提高家
庭收入。

章坤垅身残志坚的精神感染了很多

人，也得到了帮扶单位及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助。

经过一两年的摸索，章坤垅的养殖
产业做得有模有样。最近，得知章坤垅
准备扩建鸡舍，赤壁义工联盟志愿者们
筹集资金4698元购买了1200只鸡苗送
给章坤垅，让这位残障小伙更加坚定了
脱贫致富的信心。

据了解，义工联盟志愿服务队还将
不定期为章坤垅修补、打扫鸡舍，提供养
殖技术并开拓销售渠道，帮助章坤垅摆
脱贫困，过上更好的生活。

赤壁中医医院

精准帮扶见真情
义工志愿者送鸡苗

助力脱贫树信心

省级环保督查整改进行时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伴水而生，有长江岸线18公里，
黄盖湖、陆水河、西凉湖3条水系注入长
江。近年来，赤壁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五大发展
理念，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有关决策
部署，勇担“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
历史使命，以“五个到底”的坚定决心和
行动，有效防治大气、水、土壤污染，系统
治理山林水土，全力推进长江大保护。

全力整治

压实整治责任。赤壁发挥长江大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高位推进作用，书记市
长挂帅，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将9大类整
治任务细化为15项工作目标，分解落实、
挂图作战、月月督办、年终考核；全力落
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力推进碧
水保卫战，全面建成市、镇、村三级河湖
库长制体系；出台《关于全面推行河湖库
长制的实施意见》，制定了“清河行动”实
施方案；全市有15名市级河湖库长、151
名镇级河湖库长、144名村级河湖库长，
对24条河流、17个湖泊、133座水库实行
主要领导全覆盖管理。

扭住整治关键。督促大昇印染完成
污水治理设施改造、晨力纸业关闭化学
漂白芦苇制浆生产，水污染物减少80%
以上；积极推进生活污水治理，建成赤壁
镇等3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在易家堤等

6个村的居民集中点试点建设了太阳能
生活污水处理站；完成全市86家畜禽养
殖场整治。

保护生态

强化河道保护。保持打击非法采砂
高压态势，坚持24小时值守巡查，共出动
执法人员6000人次，日常巡查830次，联
合执法行动30余次；查处打击非法采砂
案件15起，其中长江5起、陆水河10起。

强化水源地保护。开展陆水湖饮用
水源地畜禽养殖清理行动；一、二级保护
区内8家畜禽养殖场，已全部彻底关闭。

强化生态保护。全面取缔赤壁长江
干线非法货运码头，700亩堆场全部按照
标准栽植杨树进行了生态复绿，共植树4
万余株，成活率97%以上，恢复长江岸线
1850米。

强化农村垃圾治理。投入资金500
万元推进农村垃圾处理，全市各村将在4
月底完成存量垃圾清理，全市八个乡镇
149个垃圾收集亭将于5月10日前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计划到2020年底，清
扫保洁将实现自然村全覆盖，清扫保洁、
垃圾达标处理率均达100%。

从严监管

常规监测从严。制定《赤壁市污染
源日常环境监管随机抽查制度实施方

案》，226个污染源纳入双随机抽查范围，
完善污染源信息库和执法人员清单等基
础信息，实行动态管理；建立水质情况告
知制度，累计获得有效监测数据2362个。

专项整治从严。采取“三不三直”执
法方式，严格环境执法，仅4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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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入门槛从严。拒批6个不符合环保要求
或产业政策的招商项目和7家洗砂厂。

“一票否决”从严。对市直单位和非
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12批次，
否决1人次。2018年，市纪委启动污染
攻坚战专项整治检查督办，通过日常巡
查、重点督办、明察暗访等形式，对13家
责任乡镇和部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程
跟踪；下发工作督办函16份，责令相关单
位整改问题4个，针对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对相关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21人次。

提升能力

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在建成运行3
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6个农村污水处理
厂基础上，实施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全

覆盖，日处理污水10100吨，出水执行一
级A标准，预计2019年建成并运行。

提升污水收集能力。完成新区6条
道路管网建设，逐步将赤壁高新区和新
区污水全部进入污水处理厂处理。

提升水质监测能力。完成长江干流
及陆水河入江口3座水质自动监测站。

夯实基础

夯实舆论基础。利用户外电子屏、
大型户外广告、宣传栏、公交车车载电视
播放系统、网络和电视等媒体开展环保
宣传教育，在政府网站开辟环保专栏，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

夯实群众基础。聘请20名“两代表
一委员”作为监督员；开展企业公众开放
日、“6·5世界环保日”重点企业环保展播
等活动；妥善处理环保信访，今年以来，受
理群众环保信访件情况67件，全部办结。

夯实制度基础。出台《赤壁市畜禽
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划定方案》，
《赤壁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规划》通过
省环保厅规划编制论证，启动《赤壁市土
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编制工作和生态
红线勘桩划界工作。

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

赤壁交出这样的答卷
通讯员 吕蓉 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