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近日，从
山城重庆回老家赤壁探亲的覃先生，与妻
子在龙翔山健康主题公园的健身步道上
漫步时，对两边浓绿掩映的竹树绿篱赞叹
不已。他说，在此走一走，真心感受到了
身为赤壁人的幸福生活！

城市公园建设明显加强

近年来，赤壁市按照构建“植物园、郊
野公园、综合公园、街头游园、社区公园”的
城市公园体系要求，赤壁市“依山造园、借
水活园”，开展“拆围献绿”和“园林式单位”

创建活动，变庭园为游园，让院景成街景。
同时，对金鸡山公园、龙翔山公园、

叠翠园等城市公园绿地及设施进行了配
套建设，使得公园的功能设施更加完
善。对赤壁二桥、人民广场、北站广场、
南站广场的综合环境进行了有效整治，城
市市政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城市道路完好
率得到全面提高，城市交通环境、卫生环
境有了明显改善，特别是杨家湖改造和金
鸡山公园的改造建设，得到了广大市民的
交口称赞。

城市整体绿量明显增加

数据显示，通过持续推进“蓝天碧水
工程”和“绿满赤壁行动”，近几年赤壁市
更换和新栽了大量的行道树，形成了双
排、三排城市绿道，城区33条主次干道绿
化季相分明，使全市的绿量和林荫路覆盖

率得到了大大提高，城市绿网有机交织，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37.96%，城市道
路绿化普及率 99.55%，林荫路推广率
70.7%，公共设施绿地达标率96.49%，城
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9.63平方米，市民
出行300米、500米就能见园见绿。

城市文化魅力充分彰显

据介绍，赤壁市在大力实施“蓝天碧
水工程”和“绿满赤壁行动”的过程中，积
极推进文化融入，把鲜明的赤壁文化、茶
文化元素注入到园景、园艺和建筑之中，
对赤壁古城墙和羊楼洞明清石板街进行
保护性建设，还利用滩涂坡地建成了赤马
港湿地公园，巧用三峡试验坝建成了“三
峡试验坝主题公园”，凭依北干渠建成了
八公里“北干渠健康文化主题公园”，在花
果山恢复重建洼樽怀古摩崖石刻和斗翘

飞檐的龙翔阁，以及青泉公园的滨水风光
带建设、宝塔山硪石宝塔的修茸一新、宣
传画廊和街头小品的琳琅满目，使文化创
园得到了具体体现，充分彰显了赤壁的文
化特色。

城在山水间，人住园林里。“蓝天碧水
工程”和“绿满赤壁行动”，使赤壁城区山
体水系得到了有效保护，形成了层次分
明、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城市绿网；一河
两岸成为花树掩映的亲水平台，20多处
街头游园花木扶疏，一路一景、一街一品
的道路绿化景观，形成了“人在林中走，车
在树下行”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充分体现
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整个城市宛如一
个大的山水公园，变得更加秀美和宜居宜
业，使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和综合发展
实力、城市品位都得到了有力的提升，广
大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赤壁党风廉政建设

打造宣传教育移动阵地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杨远斌报道：“反腐倡廉关系

到党的生死存亡，廉洁行政关系到人民的福祉。”近日，细
心的市民发现，赤壁市公交车上多了一些廉政宣传标语。

城市公交作为广大市民重要出行工具，不仅是一座城
市的“流动窗口”，更是城市文明的“宣传员”。今年来，赤
壁市根据城市公交客流量大、信息传播快、传播范围广、宣
传教育效果明显等特点，在候车站台开辟廉政教育宣传橱
窗，在车内电视播放警示教育片，利用LED显示屏滚动播
放廉政文化宣传标语，广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

小小公交车，成为廉政宣传大舞台。目前,赤壁市已
播放廉政警示教育片340余次，LED显示屏滚动播放宣传
标语13100余次，在站台张贴宣传标语120余条。

强化垃圾处理
扮靓村容村貌

近日，陆水湖风景区办事处玄素
洞村添置了一批垃圾桶。

农村垃圾处理作为农村环境综合
治理的重要方面，直接关系新农村建
设的全面推进。为彻底打赢垃圾攻坚
战，赤壁市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作为
一项重点民生工程来抓，探索符合各
村实际的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措
施，逐步形成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市处理的四级治理模式，达到扮靓村
容村貌的目的。

通讯员 黄富清 摄

省级环保督查
整改进行时

陆水湖垃圾晾晒场污水收
集处理项目通过专家评审

本报讯 通讯员李传丽报道：日
前，陆水湖垃圾晾晒场污水收集处理项
目通过专家评审，即将进入招投标阶段。

陆水湖垃圾晾晒场是陆水湖风景
区管委会为解决漂浮物的转运问题，
就近选址建设的垃圾晾晒场，打捞上
岸的漂浮物经晾晒后，进行分类处理
利用，用于生物发电或运至华新水泥
厂作无害化处理。为避免打捞上岸的
漂浮物中的污水回流湖中，再次影响
水体水质，陆水湖风景区管委会邀请
武汉仁和环保公司对晾晒场污水收集
处理进行现场踏勘设计，并出具了项
目方案。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使陆
水湖水体水质得到进一步保护。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余庆报道：
5月7日，赤壁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小组
办公室联合市委督查室等单位组成农村
环境治理督查组，对全市农村生活垃圾
治理、乡镇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站建设
及运行情况进行督查。

在车埠镇污水处理厂施工现场，建
设工人踏着大雨初晴后地上的泥泞，已
经开始了紧张的施工；建设已经接近尾
声的车埠镇垃圾中转中心，工作人员已
经开始对周边收集的垃圾进行处理。

在沧湖开发区普安村，督查组所到
之处，道路整洁、门庭清爽。开发区副书
记宋成颖介绍，该开发区每个村都安排
有专职的垃圾清理工人，生活垃圾一日
一清理，将垃圾治理常态化。

据该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小组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为了彻底改变农村
脏乱差现象，赤壁市加大对农村环境
整治力度，对存量垃圾限期清理，对农
村生活垃圾整治进行无害化处理。后
期该市将对农村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包

括垃圾桶及清运车等)配置统筹安排，
巩固农村存量垃圾处理攻坚行动成
果，推进农村垃圾治理效果常态化。
计划三年内，建成城乡一体，全域覆盖
的工作机制，提升城乡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水平，建设天蓝、地
绿、水净的和谐城乡人居环境。

当日，督查组还对黄盖湖、柳山湖、
车埠、赤壁等乡镇农村环境整治情况进
行了督导与检查，并对督查中发现的问
题，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

赤壁市开展乡村环境督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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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意春风漾古城
——赤壁市构建良好城市生态环境

通讯员 张升明 袁泮

5月7日，赤壁市蒲圻办事处陶瓷厂片区棚户区改造项
目开始动迁。该片区棚改项目投资8000万元，总拆迁面积
2.04万㎡，涉及棚改户217户，已有214户居民自愿签约选
择货币化安置。下一步，赤壁市将持续强化监督管理，严格
棚改程序，确保被征收人的利益。 通讯员 王莹 摄

赤壁

组织优秀创业青年学习交流
本报讯 通讯员胡莎、王炜报道：5月3日，赤壁市委人

才办、共青团赤壁市委共同举办“新时代湖北讲习所（赤壁
青年）”暨“青年大学习”主题团日活动。24名来自赤壁市
各领域、各行业的优秀青年人才代表参加学习交流。

赤壁“菇爷”寇本生在中伙铺镇董家岭村创办了赤壁市
星火专业种植合作社，带领当地农民在土地里“淘金”，年产
蘑菇100多吨，带动了一方群众勤劳致富。“塘主”胡志才曾
是咸宁市军分区的一名文艺兵，机缘巧合，他相中了官塘驿
镇幸福堰村的山青水秀，并在该村流转40多亩土地，投资
500多万元，倾力打造出心目中的半亩塘艺术馆。

围绕“奋斗的青春最幸福”，这些先进代表分享了挥洒
青春汗水、创业创新奋斗的故事，让与会青年激情昂扬。大
家表示，要脚踏实地，扎根赤壁，勇立时代潮头，积极投身创
新创业主战场，为服务赤壁建设贡献更多的青春力量。

赤壁科技局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吴红梅报道：“一个动员会、一次

大学习、一次大讨论、一次体验活动、一次警示教育、一期专
刊、一场专题辅导报告。”5月9日，赤壁市科技局第十九个
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拉开序幕。

当天，赤壁市科技局全体干部职工集中学习了《赤壁市
第十九个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教育月活动方案》，大家充分认
识到宣教月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纷纷表示，将全
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切实安排开展好宣教月“七个一”活
动，以宣教月活动推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
要讲话精神，做到宣教月活动和业务工作两不误。该局将
在认识上再提升、在纪律上再严格、在作风上再过硬，真正
把宣教月活动抓实、抓出成效，有力促进干部队伍作风转变
和风险防控能力的提升。

神山镇开展技术培训

推广稻虾共作模式
本报讯 通讯员熊斌斌报道：近日，神山镇特邀宇兆

（湖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专家为该镇龙虾养殖户开展技术
培训，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助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培训立足虾田水稻的种养殖技术，专家从虾田水稻农
药使用的安全等角度出发，着重讲解了虾田水稻的草害防
除、化控防倒和提质增效具体措施等，为该镇虾田水稻种养
殖户提供了一份科技大餐。

神山镇因地形条件优势，适宜发展小龙虾养殖，而稻虾
共作模式正好契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是典型的高
产、优质、高效和种养结合生产项目。目前，神山镇小龙虾养
殖面积达万亩，成了当地沿湖村民的主要创收项目之一。

“这个平台非常好，基层党建工作一
键通。”蒲纺桃花坪社区离休党支部书记
曹哲民如是说。

1967年，曹哲民从山西太原化工厂
来到蒲纺，是蒲纺的第一代创业者。近
日，他高兴地向笔者讲起智慧党建平台上
的蒲纺故事。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4月2日下午3
点，离休党支部的党员正在曹哲民的领诵

下，齐诵入党誓词。曹哲民说：这个支部
的党员平均年龄80好几，照片上那位坐
在轮椅上的老党员，名叫王玉亭，今年93
岁。1938年参加革命，在82岁、92岁时
两度荣获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70周年纪念勋章。当天下午的支
部主题党日上，王玉亭说：“一辈子不忘记
举起右手，面对鲜红的党旗！”充分体现了
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情怀。

洪月娥是原蒲纺集团一名退休职工，

因患脑肿瘤导致双目失明，但她一直坚持
与其他党员一起学习，每次还将自己参加
党组织活动的学习体会给在外地工作的
儿女电话交流，叮嘱他们要多学习，做一
个自觉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人。

80高龄，56年党龄的老党员芮含玺，
1996年退休后跟随女儿在南京居住，组
织关系一直在蒲纺。虽然不能经常回来
参加党组织生活，但他每月都将党费寄回
来。他说：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守得住清

贫、经得住艰苦岁月的考验？其根本就是
心中有着不灭的理想信念。

而桂花树社区黄荆岭小区第二党支
部书记饶友发，特地做了一个“书记24小
时便民服务电话”公示牌，不管大事小事，
只要居民打电话他立马赶到……

蒲纺智慧党建平台创建于2017年4
月，该平台突出“宣传教育+服务”功能，
设立了党员“先锋指数”和党组织“堡垒指
数”等多个板块，成为“新时代讲习所（蒲
纺）”的新平台和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党的
理论、总结宣传典型的新载体，在中组部、
省委组织部、咸宁市委组织部、赤壁市委
组织部领导来蒲纺调研党建时均获得好
评。

智慧党建平台上的蒲纺故事
通讯员 马翱 赵昌石 黎琳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黄富清、蔡梅报道：
“老一辈为医院的发展付出了青春，今天
医院的发展壮大，更需要我们青年一代添
砖瓦。”日前，在赤壁市中医医院纪念五四
运动99周年之际，该院优秀青年代表方
超表示，要激发青春活力，争先进、敢担

当、勇创新，为医患和谐、医院大发展奉献
自己的力量。

为鼓励广大年轻医务工作者继续秉
承“五四”精神，积极投身到祖国医疗卫生
事业的改革和建设中去，展现医院青年医
务工作者拼搏进取、奉献自我的精神风貌，

赤壁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纪念
活动，进一步激励新时代的青年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刻苦学习、勤奋敬
业，做素质全面的医务工作者，为促进该院
改革发展不懈努力、贡献青春和力量。

据悉，自该院成立30年来，始终把青

年作为中流砥柱的团体来培育、发展，为
大家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每年分批次
送年轻医生到北京、广东、武汉、南京等上
级医院进修，同时，还请上级医院的专家
上门进行培训，让中医薪火相传，赢得了
百姓的信任和支持。

开展纪念五四运动系列活动

赤壁中医院激励青年奋发求为

官塘驿镇

文艺汇演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张敏报道：精准扶贫进入了

脱贫攻坚时期，官塘驿镇黄沙村市驻村工作组为生动形象
地宣传精准扶贫政策，联合官塘驿镇政府和黄沙村委会于
5月4日举办了精准扶贫文艺汇演活动。

上百名村民扶老携幼集聚在黄沙村委会旁的小广场
上，三句半、小品、歌唱等多种表现形式，将扶贫“扶穷人不
扶懒人”政策，扶贫工作中出现的工作组尽心尽力帮扶、贫
困户懒惰等问题演绎得淋漓尽致，鼓励贫困户在工作组的
帮扶下通过自己的努力脱贫致富。

村民们表示，通过此次文艺活动，真正体会到工作组为
贫困户出谋划策的良苦用心，今后要尽力地脱贫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