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在惠民中嬗变

11月13日深夜，赤壁市供水总公
司中心水厂清水库里灯火通明，一片
繁忙，该市中心水厂年度冬修正在紧
张施工中。赤壁市中心水厂承担着该
市新老城区、蒲纺地区及周边部分农
村26万多人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为
确保居民饮水安全，赤壁市供水总公
司每年冬季都要对制水厂的各种设施
进行系统检修保养及清水库清洗，确
保市民用上优质安全放心水。

城市建设管理市场化、专业化改
革硕果，受益最大的还是这座城市的
主人，百姓的愿望正在一个一个变成
事实。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民群众的需
求日益增大，赤壁市先后启动了老城
区、蒲纺地区管网改造和净水设施改
造，第二水源也正在加紧启动，城市供
水主管网长达470千米，服务范围达到
60平方公里。组建了客户服务中心和
二次供水管理部，更新了水质监测设
备，建立了供水信息发布平台，及时公
布供水信息，供水水质合格率100%。

该市以当好“百姓专职司机”为目
标，顺利实现“公车公营”改革，公交线
路从1条增加为13条，公交车辆由10
台增加为285台，由老式落后的公交
车更新为新型纯电动环保空调车，成
功应用公交GPS智能调度系统、语音
报站系统和智能APP刷卡缴费系统，
建设公交始发站场8座、站台260个，
正在对主干道公交停靠站点实施港湾
式改造，城市公交全城覆盖、无缝换
乘。累计发放老年人免费公交IC卡
22013 张、残疾人免费公交卡 1006
张，市民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民生无止境，蝶变还在继续。古
城赤壁创新发展之势满弓待发，生活
在这里的人民将更有归属感、获得感、
幸福感。

C 在肯定中前行

“现在住得比以前舒服了，房子宽
敞、明亮也方便，买个东西健个身，家门
口就可以。”近日，家住木田畈社区的78
岁老人谢先乐高兴地对前来探望的亲
友说。

让人民满意，使群众舒心，是赤壁
市改革发展的不懈追求。1982 年至
1992年，城市居民居住用地以沿主要道
路离散分布的多层单元住宅楼和以片
区为主的个人私建房屋；1992 年至
2012年，出现了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
租房等政策性居住小区和福泰隆商业

广场、永邦欧洲城、众城国际等多层和
小高层商品房居住小区；2013年至今，
博园蓝郡、塞拉河畔、鹏程新都汇、景峰
尚城、赤壁印象、新领地、雍景新城、丰
业盛世、同城上都等一大批高层、超高
层商品房居住小区，累计建设商品住房
826.15万平方米，改造棚户区6418户
77.5万平方米，改造农村危房7316户、
补助资金6232万元，已建成各类保障性
住房5104套，累计发放补贴2095.3万
元，惠及5512户16336人。

同时，赤壁市持续完善节能减排。

2009年建成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填埋
场，2013年建成华新水泥窑协同处置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100%，农村生活垃圾收运逐
步实现一体化；2009年建成第一座城市
生活污水处理厂，2017年建成城东污水
处理厂，正在加紧建设乡镇污水处理厂
全覆盖。至2018年底，城市日处理污水
4.55万吨，污水处理率94%，乡镇污水
处理厂设计日处理规模合计0.19万吨，
建筑节能执行率100%，城区“禁实、禁
现”率达100%。

“现在我们想要在城里转转，没有
儿孙陪的话，也就只能在金三角这块看
看，走远了就怕迷路。”今年83岁的姜老
爹，说起赤壁城市40年来的变化，禁不
住地赞叹：“简直是翻天覆地。”

而这一变化，始于1982年。当年资
料显示，赤壁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用地
5.55平方公里，中心城区人口规模8万
人。后经过1986年、1994年的两次修

编，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赤壁城
市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发生巨变，城市
建设中心开始从蒲圻古石城逐渐向北
移动。从沿河大道到河北大道再到蒲
圻大道，从“一条龙”、“四面像”到城北
新区再到“产城一体”生态新城，不知不
觉中，城市的面积由上世纪80年代的不
足10平方公里增加到30平方公里。

2000年、2011年，赤壁市城市总体

规划连续两次进行修编，使近期规划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达到29.1平方公里，中
心城区人口规模 28 万人；规划中期
2020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33.9平方公
里，中心城区人口规模33万人。

而今，赤壁市积极探索，勇于开拓，
以接轨世界，开创未来的战略眼光，建
成鄂湘边界重要的工贸、物流基地，三
国文化旅游名城。

在改革中发展A

“在这个城市住着，真是舒服呀。
出门是公园，睁眼是美景。”11月6日，
来自中国工商银行湖北分行宣传思想
文化培训班的学员们，课余时间走上赤
壁街头，面对城中美丽的园林景观，禁
不住连声称赞。

改革开放以来，赤壁市着力加强城市
山体水体湿地保护利用，在城市建设中彰
显“显山显水、引山引水、亲山亲水”，顺势
而为，因地制宜引山水入城、借山水成
景。同时，大力实施“3515”工程，让市民
出行500米见到一块1500平方米以上

的休闲绿地。先后建成了人民广场、北
站广场、“一河两岸”亲水公园、金鸡山公
园、龙翔山公园、东洲带状公园、青泉公
园、三峡试验坝主题公园、叠翠园和牛头
山游园、宝塔山游园、花果山游园等公园
绿地，城市建成区绿地率36.96％，绿化
覆盖率39.16％，人均公共绿地10.13平
方米，市民休闲健身有了更多选择。

2009年，赤壁市成功创建湖北省园
林城市；2016年，赤壁市成功获批国家
园林城市；同时，连续两届获得湖北省
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楚天杯”。

城市道路建设也日渐完善。1982
年至1992年，赤壁建成了金鸡山路、公
园路、沿河大道、陆水（发展）大道、河北
大道；1992年至2010年，建成了陆水湖
大道、河北大道东延伸段、迎宾大道、东洲
大桥、体育馆路等等，完成了主要道路黑
化；2010年至今，围绕生态新区、“产城一
体”启动了城区道路拓宽改造，建成了蒲
圻大道、赤中大道和中伙产业园园区路
网，正在加紧建设生态新区道路网，至
2018年底，城市道路总面积198.4万平方
米，人均道路面积7.9平方米。

在完善中壮大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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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举办专题培训班

激发年轻干部新作为
本报讯 通讯员魏渊报道：近日，赤壁市年轻干部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专题培训班在赤壁市委党校正式开班，
来自各乡镇、市直部门的242名年轻干部参加培训。

据了解，这次培训内容丰富，既有市主要领导的专题
辅导报告，又邀请咸宁市委党校知名专家、教授授课，同时
还安排了部分基层中青年领导干部与大家分享经验，进行
言传身教。

此次培训以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咸宁市组织工作会
议精神，积极回应新时代年轻干部队伍建设的新使命新要
求，教育引导年轻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基层、安
心工作，务实担当、勇挑重担，练就过硬的接班本领，为赤
壁高质量发展储备人才。

余家桥乡乡村振兴势头猛

八大项目同步推进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刘敏报道：18日，在余家桥

乡杨梅露酒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10多名施工人员有序作
业、运输车来回穿梭、装载机机声隆隆，一派繁忙的施工景
象。

该项目由湖北大丰收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4000万
元兴建，作为一家以果酒为主要产品的农业企业，将为该
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夯实基础。

为助推项目早日完成建设，余家桥乡组织专人为企业
全程服务，帮助企业顺利完成了用地协调，保证了项目建
设顺利进行。

目前，该乡的杨梅露酒深加工项目、丛林田园综合体
休闲旅游开发项目，品冠制衣、凤余公路修复、万岭公路、
垃圾中转站、黄盖湖流域综合治理、污水处理厂等8个重点
项目正在紧张施工中。

赤壁文化墙

传递脱贫正能量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但燕报道:12月17日，在官塘

驿镇官塘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以“共建全面小康社会，
开创美好未来”等为内容的感恩教育文化墙，为赤壁市易
地扶贫安置点增添了一抹文化熏陶的韵味。

据悉，为弘扬传递脱贫正能量，市城投公司为全市8个
规模较大的易地扶贫安置点精心绘制“文化墙”，采用标
语、漫画等形式，解读易地扶贫政策，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近年来，赤壁城投公司始终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头号
工程来抓，严格管理项目资金，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惠民政
策，努力打造廉洁工程、民心工程。目前，已提前完成了湖
北省下达的105户373人搬迁规模全面交工的建设任务，
共建好了10个集中安置点，373名贫困户现已全部搬迁入
住。

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幸福
○ 申鸣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党作出实行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
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
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
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

“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
刻体悟。”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群
众最为体会深刻、最为息息相关、最为热
切拥护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一个梦想蓬

勃生长的新时代。人们从贫穷生活的逼
迫中解放出来,自主意识,创造精神,发展
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城乡大迁徙
的潮涌浪叠,助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
和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人们用自己的勇
敢、智慧和勤劳,改变自己的命运,升腾多
彩的梦想。

改革开放40年来，赤壁从一个中心
城区不足5平方公里的城市发展到今天
的29.1平方公里。从中心城区人口不足
8万人发展到28万人。这不仅仅是一组

数字的变化，更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
们智慧与勤劳的见证，党和国家对“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不懈追求的体
现。

如今，赤壁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奋勇前行，全市人民居住条件得到彻底
改变，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政
策性居住小区和福泰隆商业广场、永邦
欧洲城、众城国际等多层和小高层商品
房居住小区，全面满足市民居住需求。
全市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

参保覆盖率达 100%，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疾病应急救助、医疗救助等相互衔接
的机制日趋完善。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这深深贯穿在改革开放40
年进程中的方向，也是赤壁人民在40年
改革开放进程中体会到的最为深刻的改
变。更好的教育、更高的收入、稳定的工
作、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舒适的居住条件、优美的环境……
这一切老百姓心中的期盼，在改革开放
40年的进程中一步步实现。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
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改革开放必将带给人民更加
幸福的前景。

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赤壁成功申报5家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民宗办报道：日前，湖北省赵

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等5家赤壁青砖茶生产企业通过省
民宗委、省财政厅、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审批，成功确定为湖
北省“十三五”期间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

按申报程序，这5家全省民品企业将报送国家民委统
一备案，并抄送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

青砖茶始产于赤壁市羊楼洞，2015年国际茶叶委员会
因此授予赤壁市为“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为“世界茶叶
第一古镇”。羊楼洞不仅是世界著名中俄万里茶道源头，
还是青砖茶、米砖茶的鼻祖，始于汉晋，兴于唐宋，盛于明
清。也是近代中国重要的茶叶原料供应和加工集散中心，
影响了汉口和九江两大茶市的发展。

据介绍，今年是国家“十三五”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
产企业申报年份，赤壁市民宗局在“十二五”全市成功申
报3家定点生产企业的基础上，主动对接，今年新增洞
庄茶业、赵李桥茶业等 2家企业，共计5家民品茶企成
功申报，有力促进了赤壁茶产业的发展，擦亮了“赤壁青
砖茶”公共品牌。此举既提升了“中国青砖茶之乡”的知名
度、美誉度，更对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发挥了
重大作用。

福星花园小区

党支部正式挂牌成立
本报讯 通讯员贺祖清、刘晓茜报道：近日，经过精心

筹备，赤马港办事处砂子岭社区福星花园小区党支部正式
挂牌成立。

这是赤马港办事处进一步深化巩固“三进”“三建”
“三度”成果、推进党的组织体系向小区下沉延伸的重要
举措。

福星花园小区始建于2011年，共有商业楼盘17幢，住
房1105套，目前已入住315户、943人，其中登记在册党员
26人。小区建立以来，为提升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引领
小区治理，赤马港办事处和砂子岭社区组织专人逐户上门
登记，摸清居民和党员基本情况，为小区成立党支部物色
支部书记人选、掌握第一手资料。小区自治组织的完善，
有利于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激发党员参与小区建设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更好地服务居民，完善社区管理服务、推进
社区和谐建设。

截至目前，该市已挂牌成立小区党组织157个，成立小
区业主委员会86个。

赤壁，原名蒲圻，始建于三国吴黄武
二年（公元223年）。至清嘉庆年间，蒲
圻石城，即中心城区面积约40公顷。
1982年不足5平方公里，“房屋低矮、道
路狭窄、交通不便”是这座城市当时的基
本影像。

改革开放40年来，赤壁城市建设部
门围绕“让生活更美好”的承诺，以百姓
之心为心，以百姓之需为需，以百姓之愿
为愿，古城赤壁层层嬗变，变得更饱满、
更温馨、更舒适。

古城蝶变
——赤壁城市建设40年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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