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庆期间，三国赤壁古战场游人如织

赤壁纪委派驻住建局纪检组

开展精准扶贫专项督查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杨远斌报道：“大爷，您家所种

水稻、养的家畜有没有享受国家政策补贴？补贴多少？”近
日，赤壁市纪委监委派驻住建局纪检组督查干部来到官塘
镇张司边村一农户家中，详细了解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

为确保住建系统脱贫攻坚任务的落实和脱贫攻坚任务
的如期完成，市纪委监委派驻住建局纪检组成立暗访督查
组，对全系统9个单位所驻村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此次督查主要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发放问卷、
电话抽查、上户调查、实地核查等方式进行。

截至目前，暗访督察组共约谈4人，通报批评2人，发
现问题8个，已全部整改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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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华集团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吴新和报道：近日，赤壁康华集团“歌

颂祖国唱响康华”歌咏大赛举行，来自集团各部门、各经营
公司的康华家人们欢聚一堂，用一首首嘹亮高亢的经典红
歌，向祖国六十九华诞隆重献礼。

为营造康华企业文化氛围，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康
华集团一贯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不定期举办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歌咏比赛等各类文艺活动，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企业还通过企业报《康华人》，以及网站、微信
平台等媒体，为员工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丰富员工的精神
生活。

听说赤壁市黄盖湖镇大湾村新建了
一座“百草园”，我们决定前去探访。

9月28日，我们在村干部与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的带领下，走进大湾村大湾组
贫困户陈志明经营的“百草园”花卉种植
基地，只见近3亩的大棚内，上万盆花卉
摆放整齐，让人目不暇接。吊兰、绿萝、万
年青、茉莉、三角梅、爱之蔓、观音莲……
十几个品种赏心悦目，各呈风姿。

我们一边在“百草园”里漫步观赏，一
边倾听陈志明靠“饲花弄草”实现脱贫的
故事。

陈志明今年 45 岁，大湾村大湾组
人，2016 年通过村民民主评议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主要致贫原因是因
学。自己没有土地，儿子在武汉上大学
每年需要3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家庭
十分困难。

因为要供儿子上大学，陈志明被迫外
出打工。他打工的是一家种植花卉的企
业，在那里打工的3年多时间里，陈志明
不仅得到了打工的丰厚收入，而且还学到
了一手养花的本领，更看好了种植花卉的
发展前景。

长期在外打工，总归不是长久之计。
2017年，陈志明决定回乡，想自己种植花
卉，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来脱贫致富。

“回到村里以后，我把我想种植花卉
的想法和村委会说了，村委会宋建国一班
人积极支持，要土地给土地，要资金主动
帮助解决，要技术请园林局的专家帮助进
行技术指导，确实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
深受感动。”陈志明说。

“陈志明本人很勤快，有思想，有主
见，养花没有地方，通过村委会研究，把他
家附近闲置的近3亩土地开发出来无偿

提供给他，没资金积极帮助解决，只要是
合理要求，我们都努力帮他解决。”大湾村
支部书记宋建国告诉笔者。

谈起“百草园”，陈志明对赤壁市委统
战部驻大湾村第一书记周建军赞不绝口。

“周建军是我的帮扶责任人，和我就
像兄弟一样，经常到我家和我拉家常，把
贫困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不嫌弃我们，
前两个月听说缺资金要贷款10万元，他
一个电话第二天就放款，我很感激周建军
大哥，他是党的好干部，是他帮我建起‘百
草园’！”陈志明对笔者说。

扶贫干部帮建“百草园”

贫困户“饲花弄草”奔富路
通讯员 袁俊 马俊

赤壁东洲

架起两岸便民桥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冷自泉、余庆报道：10月8

日，赤壁市东洲人行桥项目施工一线，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
抢抓工期，或指挥吊车运转,或坚守在打桩机旁，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

东洲人行桥位于赤壁市东洲大桥下游约500m处，起
点位于书院街东端，终点与滨河路相接，连接陆水河两岸。
桥长254.7m、宽度8m，总投资约为3500万元。项目主体
工程包括主桥结构、东岸观景平台和西岸休闲广场。目前，
大桥钢栈桥已经全部搭设完成，钢平台已完成7个，水下钻
注桩已完成了11根，施工总体进度完成了16%。

现场施工负责人刘慰临介绍，施工方在确保质量安全
的前提下，正在加快施工进度，确保在明年6月以前竣工，
为赤壁人民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

赤壁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

综合治理进展顺利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报道：9月28日，在芳世湾村水

土保护林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有的装卸柳树苗，有
的正在栽种柳树，施工紧张有序。

赤壁市陆水湖国家湿地公园综合治理项目是赤壁市重
点扶贫项目。项目总投资约2300万元，建设工期270天，
主要施工内容有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水土保持林改造
工程和湿地恢复工程。

目前该项目污水收集工程已完成70%-80%，水土保
持林改造工程已完成60%，湿地恢复工程已完成90%，全
线预计年底完工。

住房公积金赤壁办事处

开展网厅业务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周军报道：近日，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赤壁办事处遴选了50家具有代表性的住房公积金
缴存单位，开展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网厅业务培训。

培训会上，软件公司的工程师采取一对一的教学方式
对单位经办人员现场指导进行网上大厅业务实际操作，同
时，对网厅业务相关功能进行介绍，并对公积金网上缴存业
务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下一步，咸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赤壁办事处将继
续举办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网厅业务培训，将此项工作普
及到每个缴存单位，力争早日实现各缴存单位“足不出户”，
便可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

赤壁新增两家省级创新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陈玲报道：近

日，笔者从湖北省科技厅获悉，赤壁颐居
美丽乡村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颐居美丽
乡村· 星创空间”和湖北康华智慧物流园
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湖北康华智慧物流
电商星创天地”荣获省级众创空间和省级
星创天地认定。

赤壁颐居美丽乡村· 星创空间自投入
运营以来，通过提供公共设施、系统培训、
政策、融资、市场等方面的服务，开展沙
龙、峰会、论坛、拓展等活动，构建美丽乡
村全产业链双创服务平台，通过“线上+
线下全程跟踪服务”的培育模式，集聚专
业导师、权威服务机构、龙头企业等多方
资源，共同推进入驻的中小微初创企业、

项目团队的创新发展，推动赤壁美丽乡村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助力赤壁乡村振兴发
展。

湖北康华智慧物流电商星创天地是
以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推广现代智慧物
流、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为宗旨，
将赤壁农特产品销向全国，实现农村经济

“卖全国、买全国”为目标的专业性电商物
流星创天地。

据介绍，“颐居美丽乡村· 星创空间”
和“湖北康华智慧物流电商星创天地”两
个创新平台的建成运营，有效填补了该
市在创新平台建设上的空白，为推动该
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了良好的环
境。

赤壁楠竹铺就产业扶贫路
本报讯 通讯员袁俊、宋辉报道：车

行鄂南幕阜山深处，两旁尽是翠竹。9月
13日，赤壁市茶庵岭镇中心坪村新投产
的扶贫竹器加工厂，生产一片繁忙。

中心坪村是赤壁市23个重点贫困村
之一。1927年大革命时期，这里曾是湘
鄂赣蒲圻中心县委所在地，与邻近的金峰
村一同被称之为赤壁的“延安”。中心坪
村既是革命老区，又是红色苏区，更是生
态山区。全村现有楠竹林面积8000多
亩，按平均每亩砍伐成年竹40根计算，每
年可砍伐楠竹20万根。

“输血不如造血，脱贫要靠产业”。中
心坪村投资60万元，新建扶贫竹器加工
厂，采取租赁经营的模式包给江西奉新个

体户经营。今年8月，加工厂投产，几十
台机器运转起来，吸纳20名贫困户就近
就业，人均月工资3000元左右。

“咔、咔、咔”，楠竹变竹片，竹片变竹
筷。据中心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孔祥鹏介绍，这个竹器加工厂，每年消化
18万根楠竹，一举解决了全村楠竹销售
难题。按每根楠竹10元计算，每年可为
全村竹农增加收入180万元，平均每户增
收9000元。同时，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
收入5万元。

“这个厂每天生产一次性竹筷45万
双，产品销往武汉、北京、上海等地。您在
餐馆吃饭，用的可能就是我们生产的竹
筷！”中心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萍笑着说。

黄盖湖镇宣传全覆盖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廖媛媛报道：十一期间，走

进黄盖湖镇大湾村，一个个有关“宪法”、“法律援助”、“人民
调解”、“社会治安”和“村级民主管理”的法治宣传板、法治
宣传栏、标语牌、雕塑，生动地介绍着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法
治知识，吸引了许多村民驻足观看。

不仅如此，大湾村村委会还配套建设了一间廉政书屋，
共投入资金1.2万元，面积约25㎡，购买各类图书300余
册，每天接待周边村民200余人次，极大方便农民及时了解
党的方针政策和反腐动态和决心。

同时，该镇在老河村结合综治建设，建设一条长22米
的廉政文化墙。把廉政文化建设与村镇文化建设、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增强农村基层干
部的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公正办事意识。

据悉，此举是为了将纪检监察宣传教育工作贯穿于百
姓生产生活中，积极构建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责任体系和工
作格局，切实实现全覆盖，切实做到深入人心，切实构筑起

“不敢腐、不想腐”的堤坝。

每年吸引世界各地游客数以千
万计，创旅游总收入上百亿元，同时
催生出田园采摘、休闲康体等新业态
田园休闲观光园 400 个。这些成
绩，是赤壁市传承地方文化，深挖历
史文化沉淀，充分利用“旅游+”做出
的一篇大好文章。

羊楼洞砖茶小镇万亩茶园基地

随着全域旅游的兴起，如何在众
多的旅游景点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
从而吸引游客的目光，是旅游开发者
绞尽脑汁的课题。

赤壁市有着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
——深厚的文化内涵。作为我国古代
著名战役中唯一尚存原貌的古战场遗
址，给了赤壁市独一无二的吸引力。

除了三国文化，在赤壁，还有一个
小镇：羊楼洞，一条连通海内外的古
道——欧亚万里茶道的源头，神秘的
色彩让海内外游客充满了探源的好奇。

让旅游多一些文化内涵，让游客
多一些文化回味。这就是赤壁市在开
发旅游资源时的准确定位。

该市从营造文化氛围入手，在全
市各大景点入口、休闲场所、交通要道
及高速出口等地方，将三国故事、茶道
文化等，用雕塑的形式展现出来。游
客一进入赤壁，便满眼都是三国文化、
茶道元素，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游客充
分感受到独特的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
沉淀，从而释放情感，寻找归属。

赤壁市充分认识到传承历史文
化，就应该以山水、田园、家国为情感
寄托，既要塑形，又要铸魂。对此，赤

壁市有的放矢，构建一个古镇、一座战
场、一条茶道的旅游格局。以禅、茶文
化为核心，将“世界茶叶第一古镇”羊
楼洞塑造成独具特色的符合现代旅游
需求的禅茶古镇。并以羊楼洞为中
心，在周边区域调规500亩土地扩建
古镇，实现以老带新、以新促老、联动
发展的格局。

同时，以三国智慧文化为核心，依
托三国赤壁尚存原貌的古战场遗址，
及其依山傍水，北顾武汉，南望岳阳的
优越地理位置，开发涵盖21个村，范围
约80平方公里的三国文化旅游试验
区。将周郎咀瑜乔爱情公园、松柏湖
军事文化博览园、沧湖生态农业示范
园、黄盖湖三国军垦文化园、安咀三国
文化集景园等一批重点文化项目“融
情与史”，再现三国鏖战古战场。

以欧亚万里茶道为核心，在羊楼
洞松峰山和水库建设茶马古道游客体
验区，通过骑马运茶、镖局保镖等特色
项目，重现昔日万里茶道辉煌。

让游客在游玩之间，注入和还原传
统精神文化基因，使传统文化元素对接
时代需求，是赤壁市全域旅游的成功创
意。

文化为基，打造游客精神家园

既要让景点使游客玩得开心，更
要用服务让游客感到暖心。这是赤壁
市在做足“旅游+”的另一篇文章。

首先，为了使游客在赤壁游玩顺
畅且节省时间，该市根据景区分布地
理位置，新修一条全长 36公里的旅
游快速通道，将赤壁古战场与赤壁市
区之间的赤壁镇、车埠镇、沧湖开发
区、柳山镇串成一体。同时，投资 4
亿多元，一举打通葛仙山到羊楼洞的
随羊线，其起点始于官塘驿镇大竹
山，终点位于赵李桥镇羊楼洞，路线
全长约71公里。这两条快速通道经
107国道相连接，将赤壁市各大景点
连成一条线，让游客来赤壁游玩更从
容。

其次，为了让游客在游玩过程中
方便、自如，赤壁市加大景区设施的新

建和提档升级，包括旅游生态停车场
扩建、旅游公厕提档升级、大型LED全
景展示导览系统等，真正为游客提供
贴心服务。

同时，为保证游客在游玩中的
人身财产安全，赤壁市更是将法院搬
到景区中。在赤壁的各大景区，都有
专职法官值勤。游客在游玩过程当
中，如果人身财产受到侵害，可以现
场申诉，法官立马就会给予公平、公
正的判决，让游客来赤壁游玩，更觉
暖心。

“君去沧江望澄碧，鲸鲵唐突留馀
迹。

一一书来报故人，我欲因之壮心
魄。”

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对赤壁的向
往，道出当今游客的心声。

服务至上，保障游客身心舒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