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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农业部门

备足农资保春耕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邹孟轩报道：为满足春耕农资

需求，春节过后，赤壁市农业部门早安排，早部署，积极做好
春耕备耕农资储备供应各项工作，为全市农业生产保驾护
航。

根据农户种植结构及农资市场走势，赤壁市联合各经
营网点，为最大限度满足广大农民春耕需要做好农资储
备。截至目前，全系统各网点已储备水稻种子75.3万公
斤，其中早稻59.5万公斤、中稻14万公斤，杂交玉米种6万
公斤，蔬菜种子3万公斤，贮备各类农药235吨，各类化肥
11300吨，农膜50吨，保障全市春耕生产所需。

为落实春季田管，推进春耕备耕，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
将从春耕物资储备、农资监管及农资打假等各方面进行专
项整治行动，保障春耕备耕生产顺利进行，为赤壁市农业生
产保驾护航。

联合执法
校园大检查

27 日，赤壁市校园联合执法小组在
该市第二实验小学进行卫生检查。

赤壁市教育局、卫计局、食药局、疾
控中心四家单位组成联合检查小组，对
全市范围内学校、幼儿园及小卖部等单
位餐饮、食品及学校卫生情况、传染病防
控等进行全覆盖检查，确保学校食品安
全及卫生健康。

据悉，此次联合检查从 2 月 26 日开
始，持续至3月5日，共8天。

通讯员 张升明 李铖 刘海清 摄

赤壁市委组织部

进村入户开展“十个一”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杜承前报道：“收拾整齐后住着舒畅多

了！”近日，赤壁市委组织部信息中心陈炫平将包保对象房
间整洁一新后，温泉村贫困户贺志祥笑逐颜开。

为扎实开展好2019年脱贫攻坚“春季攻势”，赤壁市委
组织部组织机关干部进村入户开展“十个一”活动，即帮助
贫困户扫一次庭院、劈一次柴火、晒一次棉被、做一次饭菜、
整一次内务、种一次菜地、解一个难题、圆一个心愿、宣传一
次扶贫政策、梳理一遍扶贫成效。活动期间，帮扶责任人深
入困难群众家庭，与贫困户面对面、心贴心交流，倾听他们
当前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困难和诉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开展帮扶活动。

同时，赤壁市委组织部组织帮扶责任人深入学习精准
扶贫各项政策，全面梳理帮扶措施和成效、谋划2019年帮
扶工作，确保贫困户脱贫后不再返贫。

赤壁税务局

让纳税人获得感“再升级”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今年减税新政策实施后，和

去年相比应缴税费大大减少了。”近日，在赤壁红辉酒家，餐
馆老板叶先生在税务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估算了自己
2019年应缴税费，两项新的减税政策为红辉酒家减少税费
两万多元。

据悉，今年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其中，
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
征点从月销售额3万元调整到10万元，即月销售额10万
元以下的，不用再交纳增值税。此外，对小规模纳税人交纳
的部分地方税种实行减半征收。不同收入群体都有不同程
度的减税，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减负明显。

为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为纳税人和缴费人普遍所
知、普遍所用，赤壁市税务局成立了实施减税降费工作领导
小组，制定了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工作方案，统筹推进落实减
税降费工作。通过门户网站、微信、移动客户端、媒体宣传
等渠道，开展“减税降费在行动”系统宣传，确保减税降费政
策广覆盖。该局通过纳税人学堂、“一对一”精准辅导等方
式，积极进行新政宣传和培训，真正让纳税人减税减压又减
负，让纳税人获得感“再升级”。

遭遇持续低温阴雨天气

农技专家下乡指导农业生产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刘盖兰报道：“专家到我们合

作社，现场指导我们蔬菜种植技术，让我们对搞好合作社更
有信心。”近日，赤壁升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金洲在
农技专家们指导下，学得更多技术，兴奋不已。

开春以来，赤壁市遭遇持续低温阴雨寡照天气，给“看
天”生长的农作物带来影响。为保障春耕生产顺利进行，赤
壁市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专家奔赴基层一线，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应对极端天气，顺利发展生产。

位于新店镇蒲首山村的赤壁市升阳种植专业合作社，
是一个以种植黄瓜、豆角、茄子等蔬菜为主的专业合作社。
当前正处在育苗关键时期，合作社专门聘请了当地村民20
余人进行幼苗移栽工作。专家一行深入到各农业合作社、
生产基地和田间地头,“零距离”指导当前天气情况下，育
苗、移栽、保温等技术,手把手指导移栽过程的每个细节，并
结合当前天气情况与农户交流应对措施，以保障农作物正
常生长，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损失。

赤壁从3月1日起

全面进入禁渔期
本报讯 通讯员蔡明瞻报道：2月25日，赤壁市水产局

发布禁渔公告：从3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赤壁市将全面
进入禁渔期。

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陆水湖、陆水河自主坝至界石
渡口、黄盖湖、鸭棚口河等水域将全面进入禁渔期。禁渔期
间，对捕捞鱼类、螺类、贝类等渔业资源，使用霸王罾、迷魂
阵、灯光网等法律禁止的渔具，对电鱼、毒鱼、炸鱼等非法捕
捞行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

2018年以来，赤壁市大力推进陆水湖渔业资源恢复与
水质改善，共计放流鱼苗1902万尾，组织开展执法巡查35
次，收缴丝网300余条，劝离违规人员20人（次），查处收缴
背式电鱼器7套，查处电鱼船2艘，查处“三无”渔船4艘，立
案13件，办结7件，移送公安机关5件，刑事拘留5人。

本报讯 通讯员张文、万菡报道：2
月 25日，随着工作人员给最后一株山
杉幼苗培土完毕，黄盖湖镇精准灭荒
的抢栽工作宣告完成。

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今年，赤壁市林业局通

过强化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群众参与
等措施，稳步推进精准灭荒及长江沿线
造林绿化工程。

为了提高幼苗成活率，杜绝“一栽了
之”的情况发生，黄盖湖镇对该片林地进
行了责任划分，聘请4位护林员进行除

草、培土，防止牲畜侵害管理，确保下半
年成功验收。

今年，该市长江沿线造林绿化总任
务3400亩。为确保造林一片，成活一片，
绿化一片的成效，该市采用适宜周边环
境的乡土树种杨树、水杉等，其中护堤护

岸林3300亩，岸线复绿100亩均已全部
完成。

下一步，该市将进一步强化管护
责任体系，落实好造林地的后期管
理，确保精准灭荒、长江沿岸复绿成
效。

市场运作 政府引导 群众参与

赤壁稳步推进精准灭荒造林绿化

2月20日，蒲纺创业基地内厂房林
立，整齐划一的建筑风格，靓丽的外立
面，宽敞平顺的道路，令人眼前一亮。

为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蒲纺区域经
济发展，加快招商引资步伐，赤壁市通过
统一规划，将已有旧厂房、旧仓库更新改
造而成创业园区，吸引大批企业落户、助
力产业转型升级。

蒲纺创业基地基础设施改造项目
由赤壁市城投公司投资建设，投资约
3000 万元，通过整体规划，改造旧厂
房，建设道路、消防、供水、燃气等基础

设施，为该基地成为一个企业、资金、技
术相对集中的创业创新集聚区打下坚
实基础。

目前，蒲纺创业基地中的湖北泽瀚
实业有限公司、赤壁市彤绮纺织有限公
司、赤壁市金昌实业有限公司均已经顺
利投产，新签入驻企业湖北精欣宇制造
有限公司已选定厂址。该基地项目总投
资（含企业投资）约2.8亿元，预计创业基
地企业整体年产值3.5亿元，每年可创税
约 2000 万元以上，新增就业岗位约
1500人。

工贸企业是否存在“三违”、“三超”
行为？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否
落实？非煤矿山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
到位？

带着这些问题，市安监局近日成立
专项检查组，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对赤壁工贸、非
煤矿山、危险化学品企业复工复产安全
生产状况进行检查，筑牢安全防线。

仔细看，认真查。专项检查组先后
深入企业车间、材料车间等安全生产重
点区域进行督导。检查组要求各企业高

度重视节后复产复工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针对春节期间备设施闲置较久，春
节后企业新招员工较多等情况，必须立
即安排人员检查、检修设备设施，迅速开
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提高员工劳动保
护意识，掌握安全防范知识，熟悉应急救
援措施；要加强现场管理，开展内部安全
隐患自查自纠，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必须
整改到位后才能复工；要加强值班值守，
保持通讯畅通，严格事故信息报告制度，
确保一旦有突发情况能及时、科学有效
处置。

老旧厂房焕生机
通讯员 王莹 梁欢

安全生产起好步
通讯员 王莹 肖旋

扶贫路上勇向前
——赤壁市脱贫攻坚工作扫描

通讯员 张升明 袁俊 李臣

新春伊始，赤壁市再次吹响打赢脱
贫攻坚战号角。530名干部告别办公室，
奔向全市148个村，深入一线开展驻村帮
扶，全面充实脱贫攻坚的组织指挥力量，
对精准扶贫各项工作成效进行再督导、
再落实，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数字看脱贫

在余家桥乡大岭村，现年46岁建档
立卡贫困户周神林，全家6口人，其中两
个智残弟弟，一个丧劳，一个无劳，靠夫
妻二人支撑这个家。自落实精准扶贫政
策后，周神林夫妻二人靠勤劳的双手踏
踏实实做事，养鸡500只，年利润1万元；
承包30亩鱼塘养殖“四大家鱼”，通过水
产专家技术指导和提供市场信息，一年
利润可达4万元；还承包27亩水田，实行
虾稻联作模式，效率可观，年利润3万元，
一年下来家庭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从而
告别贫困。

2018年赤壁市共有7个贫困村（含1
个深度贫困村）成功出列销号，有746户
2479名贫困人口脱贫。至此，赤壁市全
面实现了 23 个贫困村出列和 9766 户

34772个贫困人口脱贫的攻坚目标。
为实现全面脱贫目标，2018年赤壁

市加大扶贫力度，市政府从财政列支
1000万元用于产业奖补，全市享受产业
奖补政策贫困户9662户，落实产业奖补
资金904.86369万元，其中：林业3459户
189.94 万 元 ；畜 禽 养 殖 业 3890 户
335.23349万元；水产养殖1817户118.8
万元；市农业局产业补贴489户35.5177
万元，市茶发局奖补贫困村1个1万元、
贫困户5户0.9225万元；市发改局落实光
伏发电奖补资金150万元、扶贫补贴资金
60万元。农村电商建立农村淘宝村级服
务站19个（其中贫困村 3个、贫困户 2
户），拨付中央专项补贴资金10.45万元。

为发挥基地示范带动效应，该市打
造了小龙虾、水果、中药材、特色种养等
一批特色农业示范点250余个。特别是
小龙虾产业发展迅猛，养殖面积由最初
的几百亩发展到现在的22.5万亩，有效
的促进了贫困户增收脱贫。

监管促脱贫

“请问村里的扶贫产业项目公示了
吗？”“在扶贫工作中您是否觉得公平公
正或者有什么觉得不公平的需要向我们
反映的？”在赤壁市陆水湖办事处玄素洞
村贫困户吕祥松家中，该市纪委常委龚
斌芳正在详细询问了解产业扶贫情况。

为确保扶贫政策落到实处、扶贫工

作取得实效，精准发现扶贫领域“四个意
识”不强、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措施不
精准、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工作作风不
扎实等突出问题，推动全市扶贫领域作风
向严、细、实转变。该市纪委监委领导班
子长期坚持明察与暗访相结合，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直奔现场的工作方式，对全
市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督导检查。3名小额
信贷逾期和金融扶贫工作滞后的乡镇党
委书记接受约谈；3个对贫困人口信息质
量不高的乡镇党委书记和“八个一批”职
能部门履职不到位的分管领导接受约谈，
全面倒逼各级各部门责任上肩。

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作为不担当突
出问题，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韧劲和

“零容忍”的态度，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
供坚强有力的纪律保障。据统计，2018
年以来，该市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217个，追责问责379人，追缴违
规资金50余万元，形成了强有力震慑。

制度保脱贫

“陈师傅，年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困
难没有？”2月12日，赤壁市统战部驻黄
盖湖镇大湾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周建军来
到贫困户陈志明家走访。周建军介绍，
2018年8月以来，他坚持每周在村里工
作五天四夜，有时候周末还在村里坚持
工作。

为了加强脱贫攻坚组织领导，赤壁

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指
挥长，相关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
的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建设指挥部。各乡
镇相应成立指挥部，形成市镇村三级党
组织书记主抓、党委副书记专抓扶贫工
作的组织体系，实现市、镇、村三级联动
挂图作战。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遍访
全市贫困村，每个月至少有5个工作日用
于扶贫，市级领导每月到联系乡镇、贫困
村开展工作1天，市直单位主要负责人每
月到联系村开展工作不少于1天，帮扶责
任人每月到贫困户家中走访不少于1次，
乡镇党政主职每月不少于10天到村组开
展精准扶贫工作，遍访全镇贫困户，村支
部书记和驻村第一书记遍访全村贫困
户，形成了领导集体有责、各级干部有
担、齐抓第一要务的精准扶贫工作格局，
从而促进脱贫取得实效。

赤壁是一个集库区、山区于一体的
插花贫困地区，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9879户34343人、23个贫困村。自开展
精准扶贫工作以来，全市农村贫困人口
发生率从2014年的9.48%下降到2018
年的0.018%(19户64人)。

脱贫不脱责任、脱贫不脱政策、脱贫
不脱帮扶、脱贫不脱监管。2019年，赤壁
市将继续按照“扶上马、送一程”的原则，
坚持做好产业扶贫、社会保障扶贫、就业
扶贫、志智双扶、基础设施等十大巩固提
升工程，扩大脱贫成果，提升脱贫质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