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贝林医药健康产业园

落户赤壁高新区
本报讯 通讯员宋朝霞、王小军报道：近日，思贝林医

药健康产业园项目在赤壁高新区中伙工业园开工奠基。
该项目由湖北思贝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

目总用地100亩，分四期建设，第一期用地26606平方米，
建筑面积24800平方米，拟引入丹博瑞医药等3家现代医药
公司入驻，可满足年销售额10亿元的医药营销储运需求。

据悉，湖北思贝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
元。该公司以大健康产业发展为主线，主要从事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食品生产及仓储、中药材种植等项目，包括现代
GSP医药物流储运仓储管理体系建设；卫生用品、医疗器
械、药品产销，建成后将进一步壮大赤壁高新区生物医药板
块规模，加快推进赤壁建设新型绿色健康产业发展步伐。

赤壁城管执法局

整治市容市貌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冷自泉报道：为营造喜庆祥和

的节日氛围，针对节假日期间违章占道经营高发的情况，连
日来，赤壁市城管执法局持续开展市容市貌整治活动。

针对节日期间商贩非法占道经营，人流车流激增的情
况，赤壁市城管执法局提前制定详细工作预案，积极安排部
署，为保障节日市场秩序做好准备。执法人员对农贸大市
场、陆水菜市场和周画岭农贸市场和周边地段，采取定员巡
查、定点定责管理，规范秩序，坚决取缔出店经营、占道经营
等行为，对流动摊点商贩占道摆摊进行集中清理和规范，对
不听劝阻、暴力抗法的将予以一定金额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将送司法机关处理。

赤壁科协走进校园

开展科普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但唐静报道：近日，赤壁市2018年全

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在实验中学举行。
此次活动以“创新引领时代智慧点亮生活”为主题，通

过精彩纷呈的舞蹈、引人深思的情景剧、智能科技的机器人
表演等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学生营造讲科
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促进全民科学素质
全面提升。

活动通过现场宣传、咨询、展览、演示和发放宣传资料
等方式，向学生普及科学在各行各业中的技术运用，神奇的
科学技术引起了广大学生的浓厚兴趣。

据悉，市科协还将与国家、省科普示范企业、社区、学
校、基地等单位，结合各自实际开展系列科普活动。

“扶贫之星”孙义平

中秋节慰问贫困户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王鹏报道：9月23日是中秋节，

湖北盛丰兴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咸宁市
“十大扶贫之星”孙义平走访慰问贫困户。

由孙义平创办的湖北盛丰兴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前
身是国营黄盖湖农场杨梅种植基地。经过十多年发展，已
培育杨梅510亩，其他四季水果330亩，从单一的种植业，
逐步形成一年四季循环采摘的生态农业园。公司发展不忘
扶贫，该公司常年吸纳铁山村11名贫困户在此务工。

此次走访，孙义平共走访慰问了11户贫困户，向他们
送去生活物资和节日问候。每到一户，都向贫困户了解节
前物资准备情况和帮扶措施落实情况，询问当前生活和生
产中存在的困难并鼓励贫困户树立信心，通过自身的努力
和政府帮扶，改善生活条件，早日脱贫致富奔小康。

如画乡村
醉游人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9 月 22 日，游客在茶庵岭镇嘉
树农庄欢度中秋佳节时，情不自禁亮起
了嗓子。

近年来，赤壁市着力推动乡村旅游
又好又快发展，打造了一批田园综合体
和休闲农业示范点，以优美的自然环
境，便捷的交通区位，健全的基础设施
及完善的服务功能，成为乡村旅游亮点
之一。

通讯员 王莹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李瑞丰、宋东报
道：中秋小长假刚过，赤壁市旅游委再传
捷报：通过全市旅游行业精心组织，有针
对性地推出了各类旅游产品和节日专题
活动，节日期间，全市共接待游客10.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门票收入
312.07万元，同比增长8.7%；实现旅游总
收入5868.76万元，同比增长8.5%。

今年中秋假期，喜逢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赤壁市举办的首届农民丰收节

暨乡村旅游嘉年华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武汉、长沙及周边县市的众多游客纷纷
选择自助游、自驾游等方式来该市欢度
假期。

此外，三国赤壁古战场、万里茶道

源头羊楼洞、龙佑温泉景区等知名景点
游客持续火爆。围绕中秋佳节，各大景
区还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特色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旅游市场，满足了广大游
客的精神需求。

中秋小长假10万人游赤壁

打通脱贫攻坚路

羊楼洞扶贫公路竣工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刘玉婕报道：现场勘察、综合检

验、查阅资料……近日，由赤壁市易迁办、市政公用事业管
理局、龙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组成的验收组，对
羊楼司至羊楼洞扶贫配套道路工程进行验收。

羊楼司至羊楼洞扶贫配套道路全长6.3km，路基宽
10m，双向二级公路标准，总投资5000万元。通过仔细检
验，验收组一致认为，羊楼司至羊楼洞扶贫配套道路工程质
量合格、资料完整，具备验收条件，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通路通民心，羊楼司至羊楼洞扶贫配套道路的建成通
车，让赵李桥镇村组公路交通落后的现状得到明显改善，群
众出行难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为赤壁市扶贫攻坚提供强
有力的交通保障。

一点一滴见真情
——赤壁供水总公司全力保障居民用水安全

通讯员 张升明 陈琦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要素，与人
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更和人的身体健康
与生命安全一脉相承。

赤壁市供水总公司服务着城区及周边
26万多人的饮水需求，也肩负着保障26万
多人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的责任。历年
来，为了这一责任，该公司励精图治，对供
水系统全方位监控，24小时无间断监测，为
境内居民用水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安全至上不松懈

9月25日，赤壁市中心水厂活性炭投加
装置安装调试完成。该装置对水质的脱色除
味能力强，可以很好地处理水中的突发嗅
味，为居民用水安全再上一道保险栓。

近年来，为确保供水水质，赤壁市供
水总公司结合水源特点，综合供水需求，努
力优化制水工艺。中心水厂所采用的是目
前国内先进的变频调速恒压供水设备和过
程控制系统设备，实现自动化供水。

同时，赤壁市供水总公司在水源地陆
水湖悬挂“饮水水源保护区”警示牌，禁止
在水源保护区内泊船、捕捞、采砂、游泳。
并加大取水口管理，组成巡查组实行厂区
24小时巡查制度，对制水生产厂区实行全
封闭式管理，严禁闲杂人员进入。

为完善饮用水卫生检测体系，该公司
严格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进
行水质三级检验。生产部门对水源水、滤
后水、出厂水实行24小时在线实时监控，
实现了水厂常规项目PH值、浑浊度、游
离余氢在线监测。每日对原水、出厂水水
样常规指标进行15项分析检测，对全市
30个管网水质监测点抽点水样进行4项
常规检测，实行一日一检测、一日一通报
制度，切实从三个环节上把好水质安全
关。2017年12月，经国家城市供水水质
监测网武汉监测站对中心水厂出厂水106
项检测，全部指标达到饮用水卫生标准。

保障畅通不推诿

7月 18日上午10:00，气温高达40
摄氏度。赤壁市供水总公司维修大队接
到报漏电话：该市陶瓷厂棚改区周边居民
因棚改施工，损坏了供水管网，供水受
阻。接到电话，城南分公司的维修工人们
二话没说，顶着烈日15分钟就赶到现场，
开始紧张的抢修工作。整整两个小时，工
人们浑身上下像是在水里浸泡过的一
样。但看到周边居民用水畅通了，维修工
人们满脸欣慰地收拾工具，转身离开。

“我们维修工人们的行程里，没有上

班、下班、节假日的概念。”该市供水总公
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刘国新说，维修工
人24小时处在工作状态。只要抢修电
话，他们就第一时间赶过去，无论白天黑
夜，无论雨雪晴天，绝不推诿。

据城南分公司经理郑少华介绍，仅今
年1至7月，城南分公司就累计维修了各
型管道、闸阀、沉井等故障402次。而且，
每次维修，为了不影响居民用水，他们总
是尽量将维修时间安排在深夜零时到早
晨5点之间。

今年，为进一步保证供水畅通，该公
司特意挑选员工去外地学习测漏技术，并
购买回先进的测漏仪器，对埋在地下全长
380多公里的供水管道进行管控。对地
下水管因老化或地形的变化而导致的损
漏进行有效检测，不但提升了管网的维修
保养水平，更有力地保障了供水畅通。

提升服务不停歇

“以前交水费，供水公司收费窗口排
起了长龙，往往一等就是一个上午。现在
好了，直接微信支付了。”最近，市民对赤
壁市供水总公司的便民服务赞不绝口。

为了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去年10月，
经过反复调试后，“赤壁供水”公众号开通

了，居民不仅可以在上面查询供水、停水
及水费、水量信息，还可以直接通过公众
号缴纳水费。

而针对一些不会使用微信支付，又不
方便来窗口缴费的老人或是残疾人，公司
还与工商银行、邮政储蓄等银行合作，委
托代扣水费，方便用户用多种方式，多个
渠道就近缴费。

同时，该公司还狠抓行风建设，不断
提高供水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多种形式
向社会公布服务承诺内容，并设立举报箱
及举报电话，对员工以水谋私，向用户吃、
拿、卡、要等情形进行有力监督。对用户报
装接水程序也实行“全程代理、限时办结、
特殊项目特殊办理、服务投诉一票否决”的
是“四制”服务，简化报装节水程序，受到
居民的普遍欢迎。

服务无止境，点滴凝真情。为了给全
市人民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赤壁
市供水总公司正尽心、尽职、尽责，在供水
之路上，脚踏实地，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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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第二人民医院

贴心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勇玲报道：近日，赤壁市

第二人民医院牵头，联合蒲圻派出所民警、市疾控中心分管
领导、社区居委会干部，走访了西街社区、鲫鱼桥社区、陆水
社区、北街社区等5户重症精神病患者家庭，进一步规范和
提高对精神病人的整体管控能力。

走访中，工作人员详细了解重症精神病患者康复、生活
及需求信息，告知家属要关心患者，及时购买药物，督促病
人坚持按时服药。并要求监护人认真履行监护责任，密切
关注病人的情绪变化，多与其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需求，
一旦出现情况，要及时报告，以降低肇事肇祸案件的发生。

此次追踪调查活动，让患者家属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
感受到了医务工作者的关爱。工作人员呼吁，全社会一起
并肩携手，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们。

湾子夜话心连心
通讯员 但敏

“感谢税务局为我们操心，让我们用
上了自来水，可这自来水经常‘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目前正在修建的村文化广
场要占用我家门口的部分土地，文化广场
修建完毕后，原来的土地使用权是不是还

是归我所有？”
近日，赤壁市税务局驻龙凤山村工作

队在村里连续开展了多场“湾子夜话”宣
讲会，与村里的群众拉起了“家常”。在

“湾子夜话”会上，村干部和驻村工作组不

失时机地向村民宣传精准扶贫政策，对群
众关心的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保丰收等问
题进行了细致讲解，认真听取群众生产生
活方面的意见建议，协调处理好贫困群众
帮扶、低保政策问题、住房安全问题、基础

设施建设等生产生活热点难点问题，解决
群众心中的“疑问”。

“湾子夜话”是赤壁市税务局为推动
精准扶贫工作、帮助解决农民烦心事所推
广的基层工作方法。为了不打扰村民日
常作息，夜话宣讲选择在傍晚饭后休息时
间。村民又将“湾子夜话”称为“屋场
会”。通过屋场会，龙凤山村干群关系变
得更融洽了，精准扶贫变得更有温度了，
脱贫越来越有希望了。

且将智慧建新城
通讯员 张升明 郑鹏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走在赤壁
街头，扑面而来的盎然绿意，让人对这座

“山水相依，绿廊相连，城林相融”的国家
园林城市打心眼里喜欢。这些让人赏心
悦目的景色，却凝聚了一群默默奉献的设
计者——赤壁市建筑勘察设计院设计师
们的心血。

赤壁市建筑勘察设计院是赤壁市市
直综合性设计院，全面服务于该市市政道

路设计、给排水设计、绿化园林等城市建
设设计工作。

赤壁市高新区就是该院的一个典范之
作。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赤壁
高新区是赤壁市工业聚集区和经济增长的
火车头。为有效推动园区市政配套建设和
功能完善，赤壁市建筑勘察设计院在该区
前期工程勘探阶段提前介入，派专人驻点
工作，对设计方案反复论证并进行优化。

在方案实施阶段，实行全过程跟踪服务，对
修改意见和出现的问题，加班加点及时处
理。截止目前累计完成园区道路设计约
101.06万㎡ (1.01平方公里)、管线设计约
89.2公里，基建设计占比超过园区总量的
95%以上，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为该区招商引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着健康、适用、高效、和谐的理念，
该院将绿色建筑的范围由住宅建筑和公

共建筑扩展至各类民用建筑当中。今年，
共完成土建改造和新建工程设计项目总
建筑面积14.5万平米，给水工程约37公
里，雨水工程约12公里，排污工程约37
公里，16万平方米的道路设计、6.0万平
方米的绿化设计、0.6万平方米的装修设
计，大小项目80余个，为赤壁市民舒适的
生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为带动全市经济发展的引擎，该院
正努力完善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强化专
业知识的培训和学习，加快专业人才的培
养步伐，不断提升全院综合业务水平，创
造条件提升资质等级，积极拓展业务范
围，更好地服务赤壁未来的发展和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