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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08年，三国长江战事酣。自
兹，火烧赤壁千年传。如今，赤壁市再
借那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的
东风，全速推进全域旅游。

一季度，赤壁市共接待海内外游
客277.92万人次，门票收入3586.28万
元，实现旅游总收入14.88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0.2%、9.8%、9.6%。

全面提档升级

近年来，赤壁市注重顶层设计，确
立旅游业作为“四大基地”杠杆之一；
注重高位推进，成立由市委书记江斌
任组长的全域旅游创建领导小组；实
行创建项目清单制，出台《全域旅游实
施方案任务分解表》，明确牵头单位和
责任人，形成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全
社会参与的发展格局。

文化底蕴深厚的三国赤壁古战场、
清爽秀丽的陆水湖、神秘幽深的玄素洞、
烂漫绚丽的葛仙山樱花、清翠古朴的万
亩茶园等十几个全国知名旅游风景区不
断提档升级；赤壁砖茶闻名“一带一
路”，五洪山温泉水质优良，乡村旅游
遍地开花，赤壁诸多“引客”要素，如散
落的珍珠，通过全域旅游而串珠成链。

“赤壁之战”的历史IP使钟情于文
化传承的消费者对赤壁这座旅游城市
心驰神往，现代化交通网络又为八方
来客的这份情结插上了翅膀。目前，
通过赤壁市的高铁已达几十列，全国
多个重点城市可以通过高铁快速抵达

赤壁;万里长江依境而过，使得赤壁成
为国际游轮的停靠点，快捷便利的交
通为赤壁全域旅游加重了砝码。

再树品牌，丰富公共形象内涵。
该市面向全球发布“万里寻茶道，赤壁
借东风”旅游城市形象口号和标识，首
次以一个“公共品牌”对话世界；推出

“赤壁宝宝”卡通形象，以及赤壁旅游
城市智慧导览系统和赤壁旅游城市形
象宣传片，展示赤壁“包容、开放、并
蓄、成功”的城市形象。

据赤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陈
涛介绍，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的羊楼
洞茶文化生态产业园每年接待“茶道
寻源”专线游客近20万人次，直接带动
就业超3万人，年产值过8亿元。

全力冲刺攻坚

“我们始终坚持把赤壁1723平方
公里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大力推进“旅
游+”项目建设，促进产业融合、产城融
合，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休
闲旅游，打造一批田园综合体，全面增
强旅游发展新动能，以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城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赤
壁市委副书记、市长盛文军如是说。

赤壁市以打造“华中地区休闲旅
游度假基地”为战略，以创建“国家首
批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在深化旅
游供给侧改革上，发力发展“旅游+”。

2017年重点旅游项目14个，赤壁

古战场创建国家级5A景区通过国家旅
游局验收，武汉卓尔文旅集团投资23.5
亿元的羊楼洞“世界茶叶第一古镇”项
目启动建设，投资5.4亿元的万亩茶园·
俄罗斯方块小镇即将开园迎宾。

浙江颐高集团“美丽乡村”运营平
台落户赤壁，启动1+2+N发展模式，推
出了沧湖“荷站”乡村游客接待中心、

“荷色”民宿、“荷香”旅游厕所、“荷仓”
乡村购物中心四大组合产品。

大力推行会讲故事的“视、听、嗅、
触、味”五觉厕所建设，在城乡、主要干
道共完成新建、改建60余处旅游厕所
的建设任务。

“赤壁旅游勤于创造机遇、敢于抢
抓机遇，善于把握机遇，党政发力、部
门合力、社会协力，做到了咸宁首家、
湖北首发、全国首批。”咸宁市旅游委
主任郑华成对赤壁的旅游工作速度竖
起了大拇指。

全域融合发展

湖北科技学院教授李志雄对全域
旅游比较关注，他建议，整合包装赤壁
旅游景点，与其他5个县（区）联动，形
成咸宁旅游圈，让游客脚步走得下来、
行李留得下来、心情驻得下来。

全域旅游时代，人们会为一幅美图、
一顿美食、一番美妙而赶赴一座美城。

赤壁，就是这样一座美丽的城
市。消费者的旅游观念在改变，决策
者的服务意识在倍增。“现在不是做景

区的时代，是做目的地的时代。整合
旅游资源，形成赤壁旅游的IP矩阵”成
了赤壁市上下的共识。

优化机构，该市成立旅游发展委
员会，合理设置内设机构，强化综合管
理、统筹协调职能；增加财政全额拨款
编制，用于壮大执法力量。赤壁旅游
第一巡回法庭、旅游警察大队、旅游市
场监督管理分局集中挂牌；联动公安、
交通、旅游、工商、文化执法等23家相
关单位，共同建设“1+3+23”的“一站
式”旅游服务、旅游协调、旅游体验新
格局。

“为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统筹文
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
发，这次机构改革提出组建文化和旅
游部。这启示赤壁要集红色绿色古色
文化于一体，推动大气赤壁旅游，弘扬
大美文化赤壁。”土生土长的赤壁人汤
葵信心满满地接受采访。

目前，赤壁已打造涉农旅游点近
400个，一批农旅一体化休闲观光园区
和乡村旅游带快速形成。在完善公务
服务体系上，两年内已完成投资2.6亿
元，改扩建旅游公路8条，树立旅游标
识638块；投资近千万建成万亩茶园自
行车慢道；投资7500万元的芳世湾大
桥竣工；投资近32.5亿元的赤壁长江
大桥已全面开工建设。

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赤壁旅游红红火火，赤壁旅游开
发建设进入绿色发展的快车道！

全域旅游看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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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揭光
祥报道：9日晚，《咸宁问政》第六期开
播，关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项目资金
使用乱象问题——伸向生态环境治理
专项资金的黑手。

短片反映：通城县作为我市石漠
化综合治理的重点地区，2013年以来，
中央和省里先后向该县投入大笔专项
资金，用于当地环境治理。但是，这样
一个造福百姓的暖心工程、民生工程，
在实际执行中，却有个别单位对国家
投入的专项资金动起了歪脑筋。

2015年4月，通城县发改局对该
县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分标段
进行了招投标。同年5月，该县林业科
学研究所中标第一标段，合同工程总价
为360.1397万元。2016年8月，该项
目通过验收后，工程款已经全部拨付到
位。但在前不久，咸宁市及通城县纪委
对该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
查中，发现有多笔开支存在疑点。

检查中，有3张没有明细，“品名”均
为化肥，金额共计23万余元的发票引起
了督查员的注意。这些票据的开票时间

均为2016年01月19日，开票人均为徐
某。据徐某回忆，他曾将身份证借给县
林科所的人代开过发票。而用徐某的身
份信息开发票的人，是通城县林科所副
所长兼出纳李正祥。该所财务账面反
映，从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李正
祥用徐某身份证先后共虚开了5张购买
农药化肥的发票，总金额为272309元，
所开发票均在县林科所财务上报账。

经统计，通城县林科所以他人名
义虚开发票共10笔，套取国家项目资
金共计447469元。此外，经查阅林科

所近两年的账目发现，白条入账、烟酒
入账、同城宴请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

大笔项目资金被套取，直接对项
目建设造成了影响。该项目按规定应
造林2850亩，而实际造林只有1941
亩，应购买苗木46.3万棵，而实际购买
苗木29.2万棵。

目前，市、县纪委监委已迅速对该
县林科所等相关单位套取和违规使用
项目资金问题，启动初核程序，并初步
掌握了有关违纪违法事实，此案正在
进一步调查当中。

《咸宁问政》第六期开播

剑指生态环境治理项目资金使用乱象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是党的十
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目标
的重要内容。通城县作为我市石漠化综
合治理的重点地区，得到了中央、省、市
的高度重视和环境治理资金投入。

通城县某些单位和某些干部为一
己之私欲，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把黑手

伸向了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让原本是
利国利民的暖心工程、民生工程变形走
样，让人愤慨。而原本应担负起监管审
核的主管部门和项目监管单位居然沆瀣
一气，从中分羹，更令人发指。占便宜、
得好处，可代价却是当地生态环境治理
的效果受损，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受

损，党委、政府的形象受损。
这些人，丧失信念、忘记誓言、违

背初心。在痛恨唾弃之余，更重要的
是要坚决打破他们妄图以身试法的幻
想，果断采取措施斩断黑手：要加强项
目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管理
制度建账立账，科学设置审批，加强监

管，压缩权力操作空间。加强专项项
目资金使用专项核查，变事后核查为
事中核查与事后审计，提升核查监管
力度、效果。提高制度建设严谨性，实
现管理、监督制度和流程的无缝衔接，
堵塞监管漏洞。进一步加强“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构建，积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加
密监察巡查，高悬反腐利剑，对贪污腐
败、失职渎职等行为，发现一起，严格
按照党纪国法予以重处，绝不姑息。

也正告这些人，千万别忘了“手莫
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

斩断黑手
○谭昌强

5月7日，记者走进嘉鱼县
潘家湾镇四邑新村，一条条干净
整洁的村道、一排排徽派“别
墅”，不禁会以为走进了开放式
的花园绿地，村前的武嘉一级路
旁边有一个文化广场，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村民生活。

“你是不知道哦，以前这里
是个大坑，里面都是死水，旁边
还有臭水沟，再过去点是公厕，
臭味熏得大家都不敢开门。”回
想起之前的居住环境，83岁的
老大爷周绪民仍历历在目。

现在，在周爹爹家门口，一
个“大家伙”改变了过去糟糕的
环境，“前几年，村里来了挖掘
机，一些施工人员在村里建了污
水处理站，再加上对垃圾收集治
理，我们村早就是干净整洁的美
丽乡村了！”

原来，过去四邑村及周边
居民的生产生活污水都是简单
处理后就进行排放，影响了当
地水源的水体水质。2016年9
月，四邑村利用企业的帮扶，投
资247万元建设污水处理站，
利用太阳能光伏板发电提供电
力来源，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
理。

全村400多户村民家的下

水道全部接到污水处理站，生活
污水经过滤、厌氧降解、沉淀等
环节处理后，最后成为清水用来
浇菜，符合国家规定排放标准，
做到生态、节能、环保。

据四邑村村支书周炳兰介
绍，该污水处理站占地面积小，
整个处理过程无需人员操作，运
行费用几乎为零，日处理污水能
力达140吨，可服务4000多人，
解决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的后续运行费用不足及专业管
理的难题，为村级污水的收集和
处理提供极大便利。

时近傍晚，记者回到四邑村
村委会，“湖北宜居村庄”、“咸宁
市十大美丽村庄”、“荆楚最美乡
村”、“全国幸福农村社区”、“全
国农家书屋示范单位”等荣誉称
号映入眼帘。

“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北视
察，为我们做好长江流域地区大
保护指明了方向，监管农村环保
工作，干部职工人人做好环保、
宣传环保，村民树立起正确的卫
生观念，就一定能建好美丽乡
村、大美四邑。”周炳兰说。

“如今，在这里生活越来越
舒心，空气清新，水质清洁，真是
享福啊。”77岁的老大娘胡佩林
笑着说。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李金刚、夏青
云报道：记者从日前召开的通城金融扶贫工
作会上获悉，该县今年扶贫小额信贷将新增
贷款总额1.8亿元，贫困户覆盖率15%，风险
补偿金提高到4000万元。

据了解，2017年该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贷
款发放2247户、总金额9481.9万元，累计覆
盖率7.35％。按照省、市要求，该县“扶贫小额
信贷”风险补偿金已足额到位，共投入风险补
偿金3000万元。

该县沙堆镇港背村三组贫困户胡金贵，
今年53岁，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四肢肌
肉萎缩行动不便，早年靠修理无线电为生。
1995年，胡金贵通过学习先后取得成都中医
学院函授毕业证、执业医师资质后开办村级
卫生室。2003年，胡金贵开始发展种养殖业，
随着病情加重，每年要花费2万余元维持治
疗，家庭经济入不敷出。

2017年，通过沙堆镇政府担保，胡金贵向
农商银行申请5万元贴息贷款，饲养山羊150
只，当年卖出30余只，收入3万余元。“感谢党
委、政府给予我政策上的照顾，让我看到了生
活的希望。”胡金贵对记者说。

胡金贵是该县金融扶贫对象之一，今年，
该县继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激发贫困群众
内生动力，提升贫困户增收、创业能力。

目前，该县未贷款贫困户30813户，按1.8
亿元贷款规模平均到户为5838元。今年该县
以此为基数，结合乡镇2017年扶贫小额信贷
工作完成情况，将目标任务分解到乡镇。“我
们将把乡镇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开展情况、目
标任务完成情况、贫困户覆盖率纳入年终考
核。”县扶贫办副主任戴云龙说。

根据《通城县“扶贫小额信贷”实施办法
（修订）》，该县明确扶贫小额信贷发放对象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重点支持贫困户自主发展
产业等增收项目。同时，鼓励贫困户抱团发
展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业专业合作社）、贫
困户联合发展产业项目（公司）、“能人”带动
贫困户的贷款模式。

按照咸宁市金融办等部门工作要求，该
县将合作银行与担保中心的扶贫小额贷款风
险分担比例由原来的3:7调整为2:8，并将扶
贫小额贷款财政贴息由原来的“一年一贴”调
整为“一年两贴”，在年中、年底各贴息一次，
按规定程序办理。

与此同时，该县今年将追加扶贫小额信
贷风险补偿金2000万元，并由县政府以年度
扶贫小额信贷总金额的2%为奖励资金，以加
大金融扶贫保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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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邑新村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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