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强产业 提升发展动能

编者按：

“农业强不强、农村美

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

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承载着亿万农

民朋友的热切期盼。

为顺应农村居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赤壁市赵

李桥镇依托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优越的自然环境，大

力发展砖茶产业及生态农

业产业，扎实开展农村环

境整治，补齐农村人居环

境短板，建设美丽宜居村

庄，用实际行动争当全市

乡村振兴排头兵。

出版中心主办 责任编辑：王莉敏 组稿：彭志刚 黄富清 张升明

电话：0715－5359309 邮箱:jrcbxw@163.com

2018年7月27日
星期五

3版

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赤壁研学全国组织会议精神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宋勇华报道：7月25日，赤壁

市组织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研讨培训班在
老干部局会议室开班，该市组织部全体机关干部、各乡镇
（办、场、区）党委组织委员参加研讨培训。

在传达学习后，各乡镇（办、场、区）党委组织委员、组织
部机关各科室负责人分别交流了学习体会，汇报了相关重
点工作进展情况。各分管副部长聚焦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
作会议精神，对下半年分管领域主要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此次研讨班旨在学习贯彻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分
析查找工作中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明确思路、突出重点、提
神鼓劲、务实担当，不断谱写新时代赤壁组织工作新篇章，
为奋力推进新时代赤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赤壁市赵李桥镇内外兼修谱新篇

通讯员 王莹

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

25日，总投资2亿元的湖北鑫海路宝
交通智能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忙
碌。

7 月 25 日至 26 日，赤壁市对各乡镇
（办、场、区）的20个工业、农业、城建项目
开展拉练检查，努力营造争先进位的氛
围，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推进签约项目尽
早落地，落地项目尽早开工，开工项目尽
早投产，投产项目尽早达产。

通讯员 王莹 饶瑜 摄

赤壁7.1万农户

领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本报讯 通讯员方强报道：据赤壁市财政局统计显示，

截至6月30日，该市2018年度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已
全部通过财政惠农补贴“一卡通”发放到位，共兑付耕地地
力保护补贴资金4277.57万元，落实补贴面积60.97万亩，
亩均补贴70.15元,7.1万农户从中获益。

为切实做好今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工作，该市
财政部门始终把补贴落实工作作为政治任务、中心工作来
抓，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迅速组织力量，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村组耕地面积等基础信息统计、核实、公示、上报
工作，确保上报数据全面、真实、准确。

同时，市财政部门严肃工作纪律，杜绝乱报、虚报补贴
面积等行为，确保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公开、公平、公正。

官塘驿镇派出所

打击非法运输野生动物
本报讯 通讯员王玉成、丁铮铮报道：7月21日，官塘

驿镇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突发纠纷事件时，意外查获一
起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案。

当晚8点多，官塘驿镇派出所接到报警，一辆河南开往
广西的大客车上发生纠纷，该所立即出警。民警在到达现
场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隐约听到车内有动物叫声，当即
要求驾驶员打开行李厢，发现行李箱内有大量动物。经清
点，有狗4箱、兔子5箱、野生斑鸠6箱500多只，且驾驶员
无法出示任何有效证件，民警当即对非法运输的野生斑鸠
进行了暂扣，并于第二天进行了放生。

民警表示，捕杀、贩运野生动物是违法行为，希望广大
市民保护生态环境，不要私自捕杀、贩运野生动物。

赤壁建工局到驻点村

慰问老党员和困难户
本报讯 通讯员邢红霞、余庆报道：7月19日上午，赤

壁市建工局扶贫工作队一行，对精准扶贫驻点村中伙铺镇
安丰村老党员、困难户进行了走访慰问，并为他们送去了慰
问物资。

扶贫工作队首先慰问了王世信等4名老党员，每到一
户，都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身体和生活情况，叮
嘱老人们好好保重身体，做好高温防暑工作。同时给他们
送去关爱物资，希望他们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关心和
支持党的工作，为村委工作建言献策。接着他们前往4名困
难户家中，送上慰问物资，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国、地税合并

赤壁市税务局正式挂牌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李杰、王俊涛报道：7月20

日，国家税务总局赤壁市税务局挂牌成立，承担全市范围内
各项税收、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意味着原赤壁市国家税务
局、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

国税地税机构合并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有利
于降低征纳成本，理顺职责关系，提高征管效率，为纳税人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利服务，为高质量推进新时代税收现
代化提供有力制度保证。

目前，国家税务总局赤壁市税务局已实现联合党委组
建到位、综合部门集中办公到位、“一厅通办”先行到位、履
行职责统一到位。纳税人在综合办税服务厅、网上办税系
统均可“一厅通办”“一网通办”税收业务，登录国家税务总
局湖北省电子税务局，关联业务可一次性办理。

赤壁中医医院

“三伏贴”受百姓热捧
本报讯 通讯员蔡梅报道：近几日不到八点，中医院门

诊就被前来贴“三伏贴”的患者围了个水泄不通，有贴了一
年、两年效果很好的，也有第一次来尝试的，趁着一大早天
不热，都早早来到中医院。

三伏贴，又名天灸，是我国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
法。以冬病夏治为指导思想，利用夏季气温高，机体阳气充
沛，体表经络气血旺盛的有利时机，将中草药制成膏剂，敷
帖在人体相应穴位处，进行治疗和调理，可以治愈或减轻在
冬季容易发作的疾病症状，提高人体阳气和免疫力，达到治
病和养生的目的。

冬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是赤壁市中医医院一大中医特
色品牌，多年来该院坚持发挥中医药优势，通过临床实践，不断
完善药物配方，针对不同疾病制作了多种“冬病夏治”穴位贴敷
药膏，并在穴位选择
方面积累了丰富经
验，疗效确切，深受广
大市民的称赞。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周敏报道：7
月23日，赤壁“四好农村路”建设责任单
位赤壁市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人员在
神山镇马铺村，督促该村通村公路建设
严格按照技术标准，规范施工。

今年以来，赤壁市农村公路养护管
理办公室按照现行规划和标准做好交通
扶贫工作，深入到全市各乡镇签订了
2018年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协议，要求各
乡镇严格按照农村公路养护标准开展日常
养护管理工作，养护总里程1332.589公

里。按照省、市“三年行动计划”安排，目
前已完成计划项目编制上报工作，正在
进行项目前期规划工作，待政府部门审
批后，将进行设计、评审及招投标工作。

同时，协助华祥路桥公司完成了赤
壁市“455”农村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1015.23公里的前期调查、设计工作，目
前已进入工程施工阶段。组织施工队伍
对2016年危桥改造项目其中的两座危
桥以及2017年4座渡改桥项目进行施
工改造，现工程进展顺利。

本报讯 通讯员赵春林报道：为规
范文化市场经营秩序，近日，赤壁市工商
局联合市文化部门开展“扫黄打非”工作
宣传及检查行动。

行动中，联合检查人员结合自身职
能，对市区街道、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小
学校周边图书市场、出版厂家等进行了
检查。重点检查经营管理者的登记情
况、广告宣传情况，销售印刷的书籍、音
像等制品是否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
信、恐怖、暴力等内容。同时，对中央相

关的精神、法律法规进行宣传讲解，提高
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法律
法规意识，引导文化企业自我约束，守法
经营。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车辆8台次，
人员32人次，检查印刷厂、农家书屋、便
利店、校园周边书店等场所12间次，没
有发现违法违规情况。行动有力地推进
该市文化市场规范管理，切实净化社会
文化环境，努力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社
会文化氛围。

赤壁加快“四好农村路”建设 赤壁严格规范文化市场秩序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吴红梅报道：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也救了我的家
庭！”7月24日，家住神山镇马铺村十组的
贫困户游伟峰感激地对驻村扶贫干部说。

游伟峰因创伤性脊柱后凸畸形需要
入院进行手术。游伟峰一家六口人，父
母体弱多病，家里经济来源全靠他一人，
而这场手术，让这个本就贫苦的家庭更
是不堪重负。在得知此情况后，该村“第
一书记”赤壁市科技局局长万晓明协同
村两委，为其筹集手术费用，并送他到武

汉住院。
目前，游伟峰手术已顺利完成，在家

休养。待其身体恢复后，扶贫工作队将
根据情况，为其寻找脱贫项目，努力实现
摘帽脱贫。

游伟峰的经历，仅是赤壁市党员干部
真心真情全力以赴做好扶贫工作的缩影。

近年来，该市认真贯彻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和移民工作决策部署，精准发力
施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有序有力
推进。

精准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该
市以提高贫困村、贫困户收入为核心，以
产业发展为支撑，着力在精准扶贫和可
持续发展方面下功夫，精准扶贫“八个一
批”工作稳步推进。易迁危改已建设易
地搬迁房105套共9100平方米，已有68
个贫困户242人住进了新居。2018年危
改计划806户，预计投入资金800余万
元，已落实省补和地方财政专项资金各
400万元。

金融扶贫方面，全市5家承办行累计

发放贷款1150笔6285.4万元。教育扶
贫方面，全市共资助建档立卡贫困学生
7264人次，共427.92万元。产业项目奖
补方面，通过摸底调查，落实产业奖补资
金1000万元。残疾人补贴方面，发放贫
困残疾人两项补贴3200人次，资金69万
元。医疗救助方面，目前全市有2858人
次的贫困人口住院，医疗总费用653.6万
元，为贫困人口减负571.86万元。政策
兜底扶贫方面，有19435人次的贫困人口
受益，金额达750.47万元。

赤壁用“绣花功夫”脱贫攻坚

赵李桥镇砖茶产业特色鲜明，2015年
被国际茶叶委员会授予“世界茶业第一古
镇”称号，2017年8月湖北省发改委、省农
业厅等7部门联合发文，将赵李桥镇确定
为全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乡镇。

经过近几年的跨越式发展，该镇砖茶
产业由过去的种植、加工、销售发展到集产
品深加工、茶文化开发、休闲观光旅游等于一
体的深度融合模式，打造“砖茶小镇”，带动了
一大批项目相继落户。

卓尔集团，在赵李桥镇计划投资28亿
元，围绕一条古街、一个万国茶城、一个品
牌、一片茶海、一条万里茶道微缩景观“五
个一”的开发思路，整体开发羊楼洞，建设

卓尔·羊楼洞古镇。截止今年6月，已完成
投资2亿元。

为强化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羊楼洞
明清古街，该镇对古街168户居民整体搬
迁，统一规划，修旧如旧，繁荣古镇经济。
2016年在全国特色旅游线路评比中，贯穿
赵李桥镇至羊楼洞明清古街的“万里茶道
寻源”2日游线路荣获“中国十大特色茶旅
游路线”、第二批“优秀茶旅游线路”称号。

近年来，赵李桥镇重点打造柳林“1+
N”农业休闲村、百花岭苕粉村、羊楼司竹
木产业村、羊楼洞旅游村4个特色产业田
园综合体。

同时，以咸宁市委“一山两湖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试验区”建设为契机，以点带面，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目前，柳林村已经形
成湖北瑜伽静修基地、攀岩基地、黄桃种植
基地、峒乡茶谷等6个项目为核心的特色产
业田园综合体。在城市居民向往诗情画意慢
生活的当下，赵李桥镇凭借环境优、景色靓、
服务好，吸引游客来此流连忘返……

在夯实竹木产业发展方面，羊楼司村
已经在107国道形成了一条竹木产业带，
生产竹木制品作坊 120 余家，年效益达
1500万，为进一步发展竹木产业，赵李桥
镇已启动占地150亩的羊楼司竹木产业园
建设。届时，将形成一个集研发、生产、烘
焙、交易为一体的竹木加工基地。

“以前镇区道路两旁，经常出现占道经
营和随意丢弃垃圾的现象，现在通过持续
不断整治，村容村貌有了显著改善，村民们
都一致叫好。”看着干净整洁的路面和周边
环境，赵李桥镇百花岭村居民高兴地告诉
笔者。

今年年初，该镇把环境卫生整治、控违
拆违、立面改造作为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先后多次开
展镇区和羊楼洞街道出店经营大整治，发
放门前“三包”责任书1200余份，拆除改建
违规铁棚、广告牌260余处，清洁街道牛皮
癣300多条，依法拆除3处1020平方米违

章建筑。在该镇12个村、社区开展乡村卫
生环境大整治，明确责任人、责任范围、完
成时限、验收标准，从主干道延伸到村湾，
从村湾连接到房前屋后，不留卫生死角。
并将生活垃圾收集整体移交桑德公司集中
转运，日处理垃圾100吨的垃圾中转站已
投入使用，投入50万元配齐配全垃圾清运
处理设施，让垃圾清运处理覆盖到户率达
90%以上，村容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5月4日凌晨起，该镇全面启动镇区和
羊楼洞街道禁鞭工作，获得广大居民群众的
极力支持，截止目前未发现一起违反行为。

赵李桥镇在持续开展矿山专项整治、

清河行动、污水处理方面也卓有成效。截
止目前，已关停钙石加工企业6家，实施“河
湖库长制”，开展“清河行动”，对水库养殖场
进行督办整改，清理河道3公里；赵李桥污
水处理厂已经投入运行，羊楼洞污水处理厂
也已经启动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可有效激活农村经济这
一池春水。赤壁市赵李桥镇始终以群众需
求为导向，充分带动农民发展意愿，尊重结
合农村发展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不
断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一乡村振兴总要求努
力奋斗。

外树形象 铁腕整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