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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赤壁

多措并举保供水
本报讯 通讯员周刚报道：9月23日，赤壁市组织干部职

工100余人、机械5台对陆水北干渠5公里渠道进行清淤清理，
为打通张家坝水库补水“最后一公里”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出梅以来，赤壁市以晴热高温少雨天气为主，降水
量较常年同期偏少8成，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旱情。
气象部门预测，直到10月上旬，全市仍无有效降雨，旱情将
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张家坝水厂供水范围涵盖神山镇、中
伙铺镇22个行政村4.5万人，而张家坝水库水源地目前可用
水量18万方，按日供水6000方计算，仅可维持供水30天。

以旱情为导向，赤壁市迅速组织工作专班，多措并举，
主动应对，通过消防车辆送水、安装增压设备补水、主管网
延伸供水，协调长江委陆管局加大防水流量等方式，保障全
市供水受影响的9.028万人有充足的水源供应。

“只有这代人做农业，最舒服！”
听亲历者说赤壁70年“三农”变化

○ 通讯员 张升明 修毅

风吹田畴，满畈涌金。金秋9月，金灿灿的稻子低垂着沉甸甸的穗子，向大地宣告着又一个丰收季
节的来临。

车埠镇白驹村种粮大户马文阶开始检查收割机，整理蛇皮袋，准备迎接秋收。马文阶作为新时代的
职业农民，从父亲手里接过农业的接力棒，已经近15年了。15年来，他一次次用行动颠覆着父亲——一
位一辈子务农的传统农民对农业的认知。

弘扬赤壁文化
推进强市建设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进一步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提高赤壁影响力，9月25日，赤
壁市举行“文化赤壁——民间工艺美术作
品展、全国书法名家作品邀请展”。

在为期半个月的活动中，共展出了10
余位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得者、赤壁籍中国
书协会员和部分赤壁市书法爱好者以赤
壁茶诗、赤壁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精美书法
作品及民间工艺美术作品。

通讯员 聂爱阳 摄

赤壁住建局

提升服务获赞誉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邢红霞报道：“感谢你们，帮我

们解决了这么多年的用水难问题。”9月20日一大早，赤壁
千贺名苑小区的业主代表来到赤壁市住建局，专程为该局

“心系老百姓，为民办实事”表达感谢并送上锦旗。
千贺名苑是已经交付使用多年的小区，随着城市建设

的发展，周边高楼增加，用户增多，导致小区内用水高峰时
段水压偏低，五楼以上几乎无水，400多户业主正常用水受
影响。该市住建局物业股得知情况后，多次与开发商和水
务集团沟通协调，最终达成协议筹资安装了二次增压设备，
解决了困扰小区居民几年的用水难问题。

据悉，今年来，赤壁市住建局物业股深入各小区，倾听
民政心声，已协调解决小区、物业难题数十起，得到了小区
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的好评。

赤壁林业局

维护森林生态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赤壁林业报道：近日，赤壁市林业局组

织森林公安、稽查大队、野保站、林业站等部门，以打击盗
伐、滥伐林木，违法收购无证采伐林木的违法犯罪行为为重
点，联合开展“昆仑5号”突击检查统一行动。

行动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分南北两个行动组对全市的
木材经营加工点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60人次，车辆12台次，检查木材经营加工点30处。检查发
现违法收购无证木材10处，违法人员10人，现场查获违法
收购无证木材34立方米，无木材运输证运输木材9.12立方
米，执法人员现场对查获的木材依法予以登记保存。

目前，11起林业行政违法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调查处
理之中。

赤壁税务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但敏报道：“平时看到大厅工作人员操

作，感觉好像一点也不难。今天自己实际操作，才知道做好
这份工作不是那么简单。”9月24日，纳税人代表覃先生参
加“纳税人体验日”活动后，由衷发出感叹。

“纳税人体验日”活动是赤壁税务部门持续深入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一项重要举措，活动通过“请进来”
的方式，让纳税人代表在咨询台、叫号机、办税窗口、自助办
税区、自助开票机前换位体验了办税流程，深入了解“最多
跑一次”“新办企业套餐式服务”和自助办税、网上办税等纳
税服务项目，零距离感受税收工作。

赤壁发挥社会力量

推进个私协会工作
本报讯 通讯员邓楚方、周军、方良生报道：9月24日，

赤壁市个私协会邀请赤壁网络协会相关人员，在赤壁市场
监督管理局三楼会议室座谈，共谋该市非公经济和非公党
建、个私协会建设等工作。

座谈中，大家就加强与赤壁网络协会合作，组织赤壁能
人、赤壁名人、赤壁好人、各行业人才及爱心志愿人士，对该
市推进非公经济和非公党建、个私协会建设，监管市场中食
品、药品和特种设备安全等各项工作，当好信息员、监督员
和宣传员积极进行座谈谋划，并提出了发展构思。

赤壁市个私协会将创新宣传方式，集合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发挥市场主体能动性，服务大众民生，并引导志愿者
团队，积极策划各类爱心公益活动，同时充分发挥网络协会
监督员、信息员作用，扩大宣传覆盖面，为市场监管部门履
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周英报道：“党员
要树起党员旗帜，在思想上保持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在行动上创先争优，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9月24日，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司
御屏山猕猴桃基地，赤壁高新区党建指导员
但爱华，指导该基地非公党支部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引方向、出点子、聚人
心，今年以来，赤壁高新区选任25位工作经验
丰富、政治素质较高党员干部担任非公、国企
党组织的“党建指导员”。“党建指导员”全面推
行“456工作法”。指导企业普通党员开展通读
一本理论书籍、参加一次志愿服务、领办一件
实事好事、参加一次组织生活4项主题教育活

动；指导企业党支部班子制定一套适用实施方
案、制作一个主题教育宣传栏、开展一次深度调
查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召开一次高质量组
织生活会，落实5项主题教育；指导企业党支部
书记落实6项主题教育，即带头完成一份学习
计划、带头落实一份整改清单、带头开展一次
专项调研、带头讲一堂初心党课、领衔解决一
个党建问题、主持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

“党组织是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
谐的重要载体，我们公司将在赤壁高新区的
指导下，深入开展主题教育，努力将公司打
造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双强代表型企
业。”赤壁神山兴农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
记周礼阳在参加主题教育后如是说。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9
月22日,赤壁市中医医院组织该院
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前往羊
楼洞烈士陵园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革命传统教育。

在烈士碑前，在向革命烈士敬
献花篮，肃立默哀后，大家重温入党
誓词，庄严的宣誓声响彻在烈士陵
园上空。接着，他们参观了革命烈
士纪念馆。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被革命先

烈的英雄事迹深深感动。纷纷表
示，一定要以革命先烈的精神为榜
样，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良传
统，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以更加务实的作风真抓实干，
不断强化政治荣誉感、责任感和使
命感，积极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为党旗增辉添彩，为党的
事业贡献力量，“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市中医医院

开展革命传统教育
赤壁党建指导员

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像他这么种田，是我当年想都不敢想
的事情。”72岁的马道栋老人，对儿子马文
阶的现代化农业种植方式，打心眼里佩
服。这位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
回忆往昔，禁不住喟然长叹。

老人经历了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全过
程。12岁就参与农事劳动，上世纪60、70
年代的集体所有制，80年代后的生产责任
制，但老人说：“只有现在这一代人做农业，
最舒服！”

老人回忆，当年集体所有制，全大队
（就是现在的村）都没有一台机械，耕田是
用牛拉着步犁一圈圈耕出来的，插秧是人
工一棵一棵插下去的，收割是一镰刀一镰
刀收回来的。每一粒粮食，都是一颗汗水
呀。老人说：“特别是收割，稻子割下来，要
挑回来赶场（就是将带稻草的稻子铺在晒
场上，用牛拉着石磙压下稻子）。稻田离晒
场远的地方7、8里地，100多斤的担子要
一肩挑回来，中途不能歇，怕放地下稻子给
压掉落了。于是一路上只能左肩换右肩，
右肩换左肩，肩膀磨破了皮，但还是得咬牙
撑着。”

可是现在，儿子马文阶却悠闲多了。他
购置了旋耕机、收割机、拖拉机，所有的农事
都实现了机械化。传统的插秧，现在也不用
了，他实行撒播，100多亩田，5个人一两天
搞定，轻轻松松，什么季节都赶得上。

“我今年种了130多亩田，最多的时候
也就请4、5个人帮忙，没什么辛苦的。”马
文阶说。他的旋耕机一天就可以耕田30
多亩，只要一个人就够了。收割的时候，请
3个人帮忙，一天30亩也可以搞定。

每天早晨，车埠镇熊岭村的龚廷臣
老人都会开着电瓶三轮车，将自家园里
的新鲜果蔬与自己制作的烧烤竹签送到
城里去。老人说：“现在的农民，真是舒
服。”

龚廷臣种了一辈子田，也开了一辈
子车。1976年，大队里有了第一辆现代
化的农业工具——手扶拖拉机，老人成
为了全大队的第一个司机。“那时候开

车，简直是受罪。”老人说。那时村里没
有公路，所谓的路，只不过是一条稍微宽
一点的黄土路。路上坑坑洼洼的，一不
小心，轮子掉下坑里，就要上十个人来推
车。再后来分田到户，在1987年，老人
买了一辆泰山牌拖拉机，虽然路有所改
善，但依然是黄土路，下雨天就只能歇
着。

“那时候种庄稼也受罪。”老人说。

庄稼种下去，基本上是盼天收。那时候
有句话叫“天晴十日地发裂，大雨一场田
成湖。”农民好不容易把庄稼种下去，不
是旱了，就是涝了。

“现在好了，水泥路到每家家门口，
生产路一直到田头地垴。也不怕旱了涝
了，一条水渠将全村的田地到边倒角都
管住了，建有55千瓦的动力排水泵站，
庄稼20年没有被淹过了。”老人说。

“1951年、52年的时候，我们全大队
男女老少，只要走得动的都到田间地头，
去捉虫子。”车埠镇白驹村77岁的张建智
老人的一席话，惹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老人当年是远近有名的农技员，一
辈子和庄稼打交道。老人说，当年没有
有效的药剂可以防虫，遇上虫灾，要么就
是人工去捉，要么就是挖草药，自己熬制
药剂，但效果都不理想。当时有一种“六
六粉”的药，治疗水稻灰包病很有效，但
是这种病都发生在水稻将熟未熟之际，
六六粉毒性大，不敢用，怕残留。水稻要
是得了这种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减产，
一点办法没有。1973 年，县里成立了

“病虫防治指挥部”，老人也正式成为了
一线的农技员。

老人回忆说：“当年，每亩田产水稻
200多斤，300斤不到。到了1987年，县

里推行品种改良，每亩达到了600斤，那
时候真是很高兴的事情。”

现在，农业监测与技术推广站遍及
每个乡镇，病虫害的发生率得到有效防
控。农作物病虫害也从治转为防，通过
冬闲田的干旱、冻土、水浸，有效遏制病
虫害发生率，控制药剂使用量，确保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

随着农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
性，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也逐年加大，
农业朝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农业。赤壁农
业种植也从单一的水稻、油菜、小麦轮作
方式逐渐转变，稻虾轮作、稻虾共作、莲
虾共作等高效生态种养模式已成为农民
的基本农业方式。

目前全市农机保有量达 52000 台
套，农作物农机化综合水平达 80%以

上。而基本农业设施也得到强大提升，
交通方面，县境公路由1986年的936.62
公里，增加至目前的2800公里，公路密
度由 0.54 公里/平方公里，到现在的
162.5公里/平方公里；水利设施由建国
初期的灌溉面积6万亩，发展到今天，有
效灌溉面积达38.3万亩，排涝面积20.1
万亩，旱涝保收面积31万亩。粮食产量
由1953年的80160吨，到现在的19.7万
吨，亩产由300斤左右到现在的800斤
以上。农业产业化发展也得到显著提
升，共有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3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575家，家庭农场
56家，实现农业总产值78.06亿元。

70年沧桑巨变，70年砥砺奋进。如
今，在乡村振兴号角的催动下，赤壁农业
正以强健的步伐，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A 农业机械篇 B 基础设施篇

c 科技推进篇

赤壁多部门联合

开展燃气专项检查
本报讯 通讯员黄笛、邢红霞报道：为加强赤壁市燃气

安全监管，创造良好的燃气生产经营环境。近日，赤壁市多
部门联合对该市18个燃气站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专项检查，
保障人民群众用气安全。

检查组一行先后来到华润燃气公司、中伙气站、官塘气
站、神山气站等燃气站，重点针对规章制度、安全措施、安全
生产管理责任体系建立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检
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检查人员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
期整改，并表示将跟踪复查整改落实情况，把安全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下一步，检查组还将组织专班对餐馆、酒店、
学校、医院等场所进行燃气使用安全检查。联合公安部门
对于充装报废钢瓶黑窝点、非法运输、倒灌车辆等违章、非
法经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确保燃气的运输、存储、经营和
使用等各个环节的安全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