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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桥丛林村

沧湖田园综合体

催生绿色发展新动能
——赤壁大力推进田园综合体建设

“项目将依托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加强一二三产联动，打造集粮农产品种
植、生产、加工、仓储与冷链物流配送和
休闲农业、休闲度假、旅居养老于一体
的大型田园综合体。”近日，中伙铺镇红
旗桥生态田园综合体项目投资人之一
余曙光如此介绍。

余曙光，是中伙本地人，早年在外
创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2013年，他怀
着对农业、农村的深厚感情，开着奥迪
车回乡，投资300万元在中伙铺镇承包
2800亩土地，走上了新型职业农民道
路。兴办家庭农场，从事粮食生产，积
极探索合作社+农村互助养老新模式
……经过5年的实践与努力，他不仅发
展了一大批专业合作社成员，更带动了
当地群众发展规模农业。

今年，余曙光又看准了该镇红旗桥
水库周边良好的生态资源和交通区位
优势，计划与咸嘉新城投资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共同投资十亿元，开发中伙铺镇
红旗桥生态田园综合体项目，打造品牌
农业、休闲度假目的地，继续在农业+文
章上努力探索。

田园综合体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抓手，更是扎根农业农村的新农
民的重大机遇。为了合理利用好土地，
赤壁市国土资源局、中伙铺镇围绕项目
建设的用地需要，及时安排相关负责人
到现场跟项目实施单位进行对接，落实
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用地，全力做好用
地保障和服务工作。

中伙铺镇镇长周新山说，推进田园
综合体建设是党中央施行乡村振兴的
重要战略部署，该镇将高标准规划、高
标准建设，打造出一个集现代化农业、
旅游业及田园农庄于一体的综合体，带
动附近高桥村、廊桥村、安丰村、十八里
贩村的周边建设，使其成为中伙铺镇经
济腾飞的有力翅膀。

神山镇位于鄂南西凉湖边，依山傍
水，山清水秀，是赤壁市传统农业大镇
和主要商品粮生产基地。

近年来，该镇立足农业大镇资源实
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以旅促
农、农旅结合”的方式，把发展现代农业
与乡村旅游一起抓，以点带面，整体推
进，形成了以恒昇农业田园综合体为重
点的生态产业体系，引领农民增收致
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加快神山
美丽乡村建设。

家住神山镇大桥村的梁全福，在自
家附近承包了20亩地，种植猕猴桃、黄
桃、柚子等水果，建起了水果采摘基
地。现在正值猕猴桃成熟的季节，望着
满园的果实，梁全福的脸上洋溢着欣喜
的笑容。

该水果采摘基地在神山镇大桥村
的一座山峦上，是恒昇农业田园综合体
的一部分，这里广袤的茶园、整齐的果

树、以及山与山之间的荷塘，山水融合
交织，构建了一幅美妙的田园画卷。

据了解，恒昇农业田园综合体计划
总投资1亿元，占地面积1000余亩，项
目依托当地灵秀的自然风光与现有的
农业产业，形成一产绿色种养，二产绿
色商品，三产特色旅游、养生度假服务
产品体验等一二三产相融合的发展模
式。

田园综合体项目打造完成后，神山
镇将呈现出一个集观光旅游、休闲采
摘、山水运动、自然养生等为一体的度
假胜地。

除了大桥村的恒昇田园综合体以
外，近年来，神山镇在全镇范围内大力
发展生态休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以
农旅结合的方式，打造了各具特色、多
点融合的田园综合体，努力打造“现代
农业示范基地、观光农业休闲胜地和生
态农业发展腹地”。

农旅融合·灵秀神山
通讯员 钟晓阳 尹祈玮

田园农庄·稻香中伙
通讯员 李瑞丰 龚越

“我们村引进大丰收果业和绿态果
业进行绿色水果种植，现有果园面积
6000亩，解决了不少村民和贫困户就业
问题。”余家桥乡丛林村党支部书记张
国波说，劳务用工人员人均年收入达两
万元以上，近两年帮扶脱贫15户45人。

2008年，武汉人杨昕到赤壁实地考
察后，成立大丰收果业发展公司，承包
丛林村的一片荒山，开始种植杨梅和蓝
莓等水果。经过十年深耕，他的大丰收
果业发展公司已形成“农业种植+观光
采摘”的休闲农业模式，杨梅和蓝莓种
植面积达到2300多亩，仅杨梅年产就
达到120万斤。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
条，公司还新建一座果酒加工厂，项目
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酒约300吨，40
万支，可提供就业岗位150个，产值达
3000万元。

近年来，余家桥乡着力把绿色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正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总要求，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突
破口，以大丰收果业有限公司和绿态
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龙头，倾力打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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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村田园综合
体。

余家桥乡党委书记王春林表示，该
乡将积极营造平安环境，做好基础设施
建设，努力为产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环
境，进一步扩大水果种植面积，增加水
果品种数量，提高水果品质，打造特色
品牌；建好杨梅酒厂，拓展水果深加工，
提高水果产业附加值；依托果园发展赏
花摘果乡村游，延长产业链，促进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变景点，周边的乡亲也跟着致
富。眼下，笔者走进赤壁沧湖生态农业
开发区，百姓的言语间充满自豪感。凭
借着一步步摸索，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
已先后获得“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

“湖北省旅游名村”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充分

利用旅游快速通道、赤壁长江公路大桥
交通区位优势和独特的地理环境、生态
农业资源优势，坚持全域开发，不断加
大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田
园综合体建设推动乡村振兴。

该开发区以“荷”为主题元素，依托
普安村原有的民房设计改造“荷舍”，打
造特色度假小镇，还将沧湖的荷塘进行
了美化改造。此举吸引了浙江颐高集
团前来投资建设荷花主题民宿。无论
是在装修风格上，还是家居细节上都体

现出了荷花主题。
如今，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正坚持

全域旅游、全域开发的思路，抓好田园
综合体的整体规划建设，凭借着得天
独厚的自然禀赋，深入挖掘深厚的历
史文化，不断发展以荷花为主题的生
态文化，朝着全域旅游特色小镇大步迈
进。

沧湖生态农业开发区党委书记李
明华说，该开发区将抓住田园综合体建
设的发展机遇，紧扣赤壁市空间发展规
划，围绕建设高速路口田园小镇，加快
推进、厚积薄发、从容建设，打好生态
牌、唱好山水谣、建好田园镇。不断挖
掘三国历史文化和荷花文化，努力将沧
湖建成三国赤壁古战场的后花园，形成
游赤壁、宿沧湖、食江鱼、赏荷花、寄乡
愁的旅游格局。

水果之乡·特色丛林
通讯员 李瑞丰 龚越

荷舍民宿·荷映沧湖
通讯员 李瑞丰 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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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税务局

改革带来服务“加速度”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以前办税要国地税两头

跑，花了不少时间，现在进一家门就能办完所有事，省事多
了。”近日，赤壁市何乾泰连锁大药房的何川办完税务申报，
欣喜地聊起了新变化。

以前，同时涉及到国税地税的业务，前台要分别流转到
国税地税的人员进行办理。资料的转交、数据的重复查看
核实要多花不少时间。国地税合并后，机构主体只有一个，
纳税人可在一个窗口同时生成原国、地税协议书编号并同
时签定三方协议，当场就能办结。

据介绍，赤壁市税务局还将推出“手机上的税务局”、
“家门口的服务站”等更多便捷办税的服务举措，让纳税人
尽享改革红利，换来了纳税人更多的“满意度”。

赤马港办事处

召开组级扶贫民主会
本报讯 通讯员李功胜报道：“他家里为什么是贫困

户”、“我家还有人没纳进来”、“对帮扶成效不满意”……近
日，赤马港办事处密切联系各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在8个
村邀请贫困户与普通群众召开组级精准扶贫民主会。

民主会现场，各村第一书记和村支部书记面对贫困户
“扶贫政策到底有哪些”、“治病怎么办”、“产业补贴怎么还
没下来”等疑惑，不推不避，直面进行了详尽的解答、梳理，
做到尽人皆知，会场气氛高涨热烈。

下一步，赤马港办事处将继续真抓实干，以过硬的作风
干出过硬的工作，确保全年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满意成果。

赤壁整治东风塘黑臭水体

为市民营造良好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吴小芹报道：8月20日，在东

风塘环境整治工程施工现场，一期工程主体已经完工，新的
排涝泵房已建设完成，工人们正在对防洪墙辅料和旧泵站
机器设备线路进行拆除。

该整治工程是赤壁市2017年十大城建项目之一，工程
包括东风排涝泵站和东风塘黑臭水体整治。二期黑臭水体
整治项目是对困扰市民多年的东风塘黑臭水体进行环境改
造，投资约3500万元，对约3万立方米黑臭淤泥进行挖运
后集中处置，对周边污水管网进行改造建设进入城市主污
水管网。同时对东风塘周边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建设园林
绿化、人行栈道等景观项目，解决黑臭水体问题，为市民提
供一个可游乐的场所，给市民营造一个良好生活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报道：近日，
蒲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体正式开馆，前来
观光体验的群众络绎不绝，志愿者往来穿
梭，工作人员忙个不停，前来办事的群众
一脸欣慰。

蒲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体是在咸宁
市委组织部、赤壁市委的大力支持下，投

资数百万元高标准建设而成。该综合体
2017年7月立项，2018年8月建成开馆，
总面积达2385平米，由“二三四八历史文
化展览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居家智
慧康养服务中心”三大功能区组成，整合
了蒲纺文化历史展示、区域党建、智慧养
老、群团服务、会议培训、人才交流、代办

服务等功能于一体。
据了解，智慧康养是该综合体的一大

亮点，由同济赤壁医院和爱康云科技公司
联合开办，具有居家智慧养老和标准健康
干预双重功能，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
料、医疗康复、紧急救助等服务。

另外，该综合体还设有“组织生活

馆”，为区域内“两新”组织开展活动提
供一体化服务，推进区域党建融合发
展。

“这个综合体让人感觉很震撼，办事
也很便利智能，是党和政府为我们办的又
一件大好事。”一大早赶来尝鲜智能康养
服务的老党员贺德智这样评价。

强化区域理念 提升服务功能

蒲纺党群服务综合体正式开馆

赤壁百企帮百村活动

激发企业助力脱贫
本报讯 通讯员马俊、袁俊报道：8月17日，赵李桥茶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前往该公司“百企帮百村，脱贫奔小康”
活动中的结对帮扶村——花亭桥村，走访慰问贫困户，为他
们送去慰问金，助力该村精准脱贫工作。

慰问组先后前往贫困户饶九英和熊晓东家中，了解贫
困户致贫原因以及目前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将慰
问金送到他们手中。

新店镇花亭桥村是赤壁市今年7个脱贫出列村之一，
目前还有存量贫困户25户105人。公司负责人表示，作为
本市本土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有责任也有义务为结对
帮扶村的贫困户奉献爱心，帮助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也希望
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助力赤壁市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

赤壁招商局

积极创建“健康单位”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朱晓芳报道：“合理的吃，坚持食

物多样性，合理的运动，每周至少进行3次中等强度身体活
动，只有吃动两平衡，才能健康一辈子。”近日，赤壁市招商
局邀请市人民医院医师进行健康知识专题讲座。

为积极培育和提高干部职工健康理念和意识，倡导文
明健康生活方式，摒弃不良习惯，赤壁招商局积极开展健康
单位创建活动，按照全市健康单位创建工作要求，统筹规
划，狠抓落实，通过设立便捷的健康自检设备，打造干净整
洁的办公环境，全面落实控烟措施，定期更新健康教育宣传
资料、开展各类健康教育活动，切实为干部职工提供健康生
活方式指导。目前，该局健康单位创建呈现人人知晓，人人
参与的良好局面。

赤壁中医医院

举办亲子职业体验
本报讯 通讯员蔡梅、胡元香报道：8月19日，中国首

个医师节。为了让孩子及家长们体验“医生”这个职业的神
圣，庆祝首个医师节，赤壁市中医医院和赤壁热线联合举办
了“小小医生”职业体验亲子活动。

当天，医生们用简单易学的操作，寓教于乐的模式，让
孩子和家长们熟悉了人体基本构造，通过常见病例讲解引
导大家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医生们还现场示范家庭急救知
识、中医把脉、针灸、拔罐等相关操作。小朋友和家长们现
场热情互动，气氛热烈。

“这种活动开展得好，特别有意义。”通过此次活动，大
家对中医有了
浓厚的兴趣，对
医生这个职业
也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文化自信
——赤壁中医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