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强乡

乡村振兴，不仅要在文化上振兴，
更重要的是要让村民们的经济收入得
到提升，让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只有
物质与精神的同步提升，才能达到乡村
振兴的长久。

对此，余家桥乡依托自身的生态环
境优势，以绿色生态发展为理念，全力
打造特色水果小镇品牌，加大生态旅游
品牌的推广。一方面筑巢引凤，引进龙
头大户，奠定第一产业的发展基础。

丛林村田园综合体是余家桥乡倾
力打造的一个集水果自助采摘、旅游生
态观光、田园农事体验、水果文化长廊、
基础配套设施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
观光基地。该基地由湖北大丰收果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公司+基地+农户”的
模式，统筹整合丛林村总面积1.5万亩，
现有土地、房屋、山林、水体等资源，目
前已形成水果观光采摘基地 8000 余
亩。

基地投资人杨昕是武汉人，谈起在
丛林村的投资，他毫不讳言地说：“我当

初并没想到做这么大。”
2008年，杨昕偶然间遇上了余家

桥，这里的山水立即就让他有一种回归
田园的渴望。但当时，他只想整个几十
亩土地，做一个田园隐者，像陶渊明一
样退隐山林，寄情山水。但后来怎么发
展这么大的呢？

“这还是得从余家桥人民说起，是
他们的淳朴让我在这里越做越大。”杨
昕真诚地说，当初来到丛林村，只种了
一百多亩的杨梅树，到杨梅挂果的时候
发现，那些红红的杨梅挂在树上，散发
着诱人的香甜。可是，从杨梅园边经过
的村民，没有一个人摘他一颗杨梅，更
别说有人来偷了。

有优美的自然环境让人陶醉，又有
淳朴的乡亲们作伴，让杨昕对丛林村难
舍难分了。他想做点什么，给这些淳朴
的乡亲们一点点回报。于是，十年间，
他从一个退隐山林的隐士蜕变成了一
个乡村振兴路上的勇士。

如今，杨昕的大丰收果业发展公司

已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鲜果采摘基
地。拥有包括杨梅、蓝莓、枇杷、丰水
梨、水蜜桃、葡萄、桑葚等十几个品种。
其中杨梅基地占地2300亩，每年产杨
梅120万斤。

水果的丰收，让杨昕又临时起了一
个主意，进行水果深加工。于是，大丰
收果业发展有限公司杨梅露酒厂产生
了。酒厂占地面积25亩，建有冷鲜库
一栋，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可冷藏鲜
果600吨。更有游客接待中心、加工车
间、停车场及其他配套设施。项目全部
建成后，可新增就业150人，预计年产
酒40万支，约300吨，产值达3000万
元。

丛林村田园综合体的成功，更给了
余家桥乡乡村振兴的信心。该乡党委
副书记、乡长舒晓军信心百倍地说：“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壮大基础，力争水果
种植面积达到20000亩。把绿色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力促水果种植、加工
与乡村休闲旅游融合发展。”

生态美乡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

这个梦幻般的美景，在如今的余家
桥乡，已是寻常景色。作为一个丘陵湖
区地带的乡镇，在132平方公里版土面
积，水域面积就占有8万亩，其中黄盖湖
就有6万余亩。多年来，沿湖村民以湖为
依托，本着靠水吃水的思想，在水里围栏
划湖，又是网箱，又是迷魂阵，将一面湖
水整得七零八碎。

如何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是
余家桥乡一直探索的方向。2017年，经
过一届又一届乡党委、政府班子的努
力，余家桥终于找准了方向。该乡组建
了黄盖湖拆围工作专班，拆除围栏7处，

计1.1万亩、网箱6470个，面积计1000
亩、迷魂阵1008部。对有些湖水较浅，
机械无法作业的区域，该乡投入50万
元，组织民船进行清理，确保湖面不见
一根篙，湖底不留一片网。为保证清理
成果不反弹，该乡联合渔政部门，对黄
盖湖进行定期与不定期巡查，形成有效
的长期保护机制。

由于措施得力，整改彻底，2017年
的冬天，在黄盖湖湿地自然保护区，数
以千计的白天鹅在这里栖息越冬，一时
间云飞鸟翔，蔚为壮观，让黄盖湖成为
人们争相前往的旅游热点。

水清了，更要山野绿。对此，该乡
加大对田园综合体的管控力度，有规

模、有计划地进行引进与开发。
大丰收果业投资人杨昕对此深有

体会，他说：“在我的果园，你们看到园
里野草遍地，以为我懒，不管理，是吧？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为了确保自然生态的均衡，在杨昕
的果园里，从来不用除草剂。那些草就
在树底下生长，一方面保护土壤流失，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土壤的水分。杨
昕说：“追求利益是每个人都有的心事，但
是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就破坏将来的生
态。余家桥好不容易保护着这么一块自
然生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就是我们
最长久的财富。保护好了这一片的生态
环境，就是开掘到了金山银山。”

余家桥乡位于赤壁市西南面，坐落黄盖湖之
滨，分别与车埠镇、新店镇、赤壁镇接壤，与湖南省
临湘县隔湖相望，是三国赤壁古战场的一部分。这
里古迹众多，马蹄春涨、石岭残雪、睦里晴渡、东港
渔灯、回龙晓钟、洪山夕照、黄盖夜月、洞口清泉等

八景古有盛名。
全乡属丘陵湖区，总面积132.6平方公里，其中耕

地面积27317亩；林业面积76000亩，水域总面积8万
亩，是远近闻名的淡水鱼养殖基地，年产鲜鱼600万
公斤，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余家桥乡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认
真谋划，狠抓落实，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突破
口，以绿态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大丰收果业有限
公司为龙头，带动周边群众种植水果面积达10000
亩以上，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水果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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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中医医院

贴心帮扶贫困户
本报讯 通信员蔡梅、胡元香报道：“你们中医院太好

了，总是这么帮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7月13日，
蔡光华老人握着前来看望的中医院领导的手，激动地说。

今年65岁蔡光华，是赤壁市神山镇大桥村建档立卡的
贫困户，因多次生病做手术，家里十分困难。6月底，老人
又因排尿困难等不适，在某医院就诊时，听说要准备2万元
住院，愁坏了老人。赤壁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吴忠廉了解到
老人的情况后，迅速报告了院长祝敬华，祝敬华高度重视，
让吴忠廉联系到老人，为他办理好相关住院手续，并优先安
排，顺利进行了手术。

7月13日上午，该院领导和驻村第一书记邓敏一行来
到外科住院部，看望了8床的蔡光华老人，给老人送去了慰
问金，让老人安心养
病，对其本次住院所
产生的自费部分实
行全部减免。

赤壁城建开发公司到工地督查

确保廉政建设落地生根
本报讯 通讯员余庆、饶文清报道：7月18日，赤壁市

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督导小组来
到木田花园小区、夏龙居小区及润泽苑等建筑工地，确保廉
政建设在工地落地生根。

为杜绝公司内部员工吃回扣、要工程等腐败行为，该公
司加大主体责任落实，由分管领导与主管科室负责人签订责
任状、科室负责人与现场施工管理人员签订责任状，形成层
层负责，人人监督的态势。

同时，为防止内部员工及亲属以分包或其他变相施工
手段插手工程，该公司组建党风廉政建设督导小组，定期对
各个工地进行突击检查，并设置举报电话及信箱，确保党风
廉政建设到点到位，确保腐败无处滋生。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片片
白云绕山间……”来到赤壁市余家
桥乡，青山滴翠，蓝天飞霞，让人情
不自禁想高歌一曲。

余家桥乡，一个面积只有132
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8万人的乡
镇。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多年
来，该乡没有现代工业的进入，使
得余家桥乡的生态环境一直自然
发展，成为了一座花香四季、瓜果
满园的天然氧吧。

现在的余家桥乡，乘上乡村振
兴的快车，大力推广生态品牌的特
色产业，将该乡打造成“春赏花、夏
摘果、秋拾叶、冬钓雪”的农旅生态
小镇。

赤壁林业局深入驻点村

联合开展党建自查整改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魏新国报道：7月10日，赤壁

市林业局党组带领机关党员干部一行16人深入驻点村，联
合开展党建工作检查反馈问题自查整改。

自全市党建工作交叉检查情况反馈会召开以来，该局
坚持问题导向，紧扣全市党建工作反馈出的共性问题和个
性问题，迅速组建工作专班，明确工作责任和整改时限，切
实抓好整改提升，着力解决党建工作存在短板和问题。通
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共集中整改问题5项共7条。

同时，该局党组织还到驻点村茶庵岭镇金峰村和八王庙
村开展联建活动，对2015年以来的党建工作进行交叉梳理
检查，促进机关农村互联共建。还分别看望了局属党支部
10名80岁以上老党员，走访慰问了驻点村11名贫困党员。

赤壁大力推进棚改项目

腾退土地首次进入市场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邢红霞报道：近日，在赤壁市汽

运小区棚改项目现场，挖掘机正对居民已搬迁腾空的房屋
进行拆除。

据介绍，汽运小区棚改项目共征收房屋141户，房屋建
筑面积1.54万平方米，腾退土地40亩。

预计8月底之前，赤壁市将有铁山、陶瓷厂、车站西街、
汽运小区等4个棚改项目腾退土地550亩作为储备地块入
库管理。棚改项目腾退土地进入市场，在赤壁市尚属首次，
将为旧城区完善功能、优化配置土地资源提供空间。

目前，拆迁工作坚持以公平公开公正为原则，对征收政
策及操作程序各环节全程公示公开，有效赢得了群众支持，
促进棚改工作有序、和谐、高效开展。

赤壁城投债券

信用等级提升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罗明报道：“通过外部运营环境、

经营与竞争、财务实力等方面的考察分析，赤壁市城投公司
的债券主体信用评级由AA-调升为AA。”近日，经第三方
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综合评定，赤壁市
城投公司成为咸宁地区首家债券信用等级被评为AA的县
级平台公司。

此次赤壁市城投公司债券信用等级成功提升至AA，
将大大增强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认可度，有利于公司提高
债券发行的成功率，对降低债券发行成本具有积极作用，标
志着公司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赤壁保护陆水湖饮用水源

取水口方圆500米禁泳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李传丽报道：“这里是陆水湖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禁止游泳，请迅速撤离！”入夏以
来，赤壁市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班
人员开展突击整治，劝离在该水域游泳的市民。

据介绍，陆水湖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禁泳范围以市自
来水中心水厂取水口圆心半径500米水域为“禁泳”区。在
禁泳水域，禁泳专班人员兵分两路，水面安排两艘执法快艇
进行广播宣传，岸上安排一支队伍进行人工疏导。

对违反禁泳管理规定的，将由陆水湖环境综合整治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市环保局、市公安局等部门依法进
行查处。对国家公职人员、党员干部身份的，经查实，予以
告诫，情节恶劣的，交由纪检监察部门予以党纪政纪处分。
对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
力量。

走进余家桥乡境内，一块块大幅的
红色主题宣传展板映入眼帘。这些红
色主题的宣传展板，是余家桥乡根据乡
村振兴的实际需要而拟定的，展板的背
景，就是该乡的山水景物的实拍照片。

“乡村振兴，说到底就是为农民谋
幸福。所以，提高农民的觉悟与认识，
让大家凝心聚力，都往乡村振兴上下功
夫，自然就会事半功倍。”余家桥乡党委
书记王春林说，该乡在思想教育上狠下
功夫，以红色主题宣传为契机，制作宣
传展板100余块，树立在全乡各个村庄、
路口，让居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红色宣
传教育的氛围，始终让红色宣传占据思
想宣传的主阵地。同时，将优美的自然

山水风光拍摄成照片，作为红色宣传展
板的背景。让大家熟悉的山水增添老
百姓对家乡的自豪与信心，从而自发地
维护家乡的山山水水。

与此同时，该乡坚持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引领，以移风易俗为依托，深入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采
取集中培训、宣讲团驻村入户宣讲、发
放资料等方式，加强党的十九大、新党
章等精神的教育培训。同时，为提升村
民素质，该乡在全乡范围内以贴标语、
制作宣传牌匾的方式进行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
俗等公益广告宣传。用核心价值观引
领社会文化，在群众中积极培育科学生
活观念，不断增强讲科学、讲卫生、讲文
明的行为意识。

为使宣传效果可视可感，该乡还通
过对全乡成功人士进行树典型的方式，
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头作用，引领村民崇
德向善，文明乡风蔚然成风。

为使村民充分认识到自身的资源
优势，对乡村振兴有底气，有信心，该乡
更是在文化上下足了功夫，主动与外界
对接，将外面的优秀文化请进来。今年
3月，该乡就在桃花盛开之际，成功举办
了一场“桃花诗会”，诗会通过旗袍秀、
诗朗诵、青年联谊等系列活动，激发村
民对新时代新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大大
提升了村民们的文化与思想素质。同
时，也将该乡优美的自然风光向外界做
了一次展示。活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关注，仅诗会开幕式首日就接待游客
8000余人。

文化兴乡

守护好山水 激活绿动能
——余家桥乡依托生态优势探索乡村振兴之路

通讯员 张升明 黄富清 刘敏

用大家熟悉的山水照片开
展红色宣传，增强百姓对家乡
的自豪感；将外面优秀的文化
请进来，让百姓对乡村振兴有
底气、有信心。

以绿色生态发展为理念，
全力打造特色水果小镇品牌；
把绿色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力促水果种植、加工与乡村休
闲旅游融合发展。

举全乡之力，开展黄盖湖
拆围，确保湖面不见一根篙，湖
底不留一片网；加大对田园综
合体的管控力度，有规模、有计
划地进行引进与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