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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赤壁住房公积金中心

强化管理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钟华报道：住房公积金贷款，

还款明细可通过以下二种方式查询:一、本人直接在支付宝
“城市服务”栏“公积金”中查询；二、在公积金中心预留了手
机号码的情况下，关注微信“咸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公众
号，通过手机号码短信验证注册查询。如手机号码有变动，
需到赤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手机号码变更业务。近
日，赤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针对网上群众询问的住房公积
金贷款疑问，第一时间作出答复，获得网民点赞。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暨信息化建设推进，深入推进政
府信息公开，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做到不缺位、不失语、不被
动，牢牢把握信息发布主动权。通过舆情分析，掌握群众反
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增强政府
公信力和执行力，赤壁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把舆情收集、研
判、回应列入住房公积金工作计划，成立舆情信息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舆情的监测收集、分类归口、分析研判和公开回
应等工作。今年以来共回复各类网络问政30件，回复满意
率和回复及时率均达到百分之百，得到了问政人及有关部
门的一致好评。

赤壁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

推进道路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刘进华、袁俊报道：连日来，在通往赤

壁景区道路施工现场，摊铺机正在铺设沥青砼面层，钢轮、
胶轮压路机紧跟碾压成形，工人们对边角料清除抹平。

为响应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支持三国赤壁古战场景
区基础设施环境提挡升级，促进景区旅游业务和区域经济
持续发展，赤壁市交投集团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将景区道路维修改造刷黑工程纳入检视问题清单，整
改落实。并以此为契机通过上级点、群众提、班子谈、自己
找等多种方式，广开言路，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认真查摆
问题，以立行立改的作风和从严从实标准狠抓落实，有效解
决民生问题，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开展。

此次景区道路维修刷黑工程将对原景区破损道路进行
全部铣刨，部份基层换填补强、罩面处理后，新铺设4厘米厚
沥青砼面层，并增设标线、道路标志牌、导向牌等附属设施。

赤壁城发集团

督查安全隐患
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王莹报道：为确保军运会

及“一带一路”国际茶业发展论坛活动期间安全稳定，10月
14日，赤壁市城发集团维稳专班对集团子公司施工安全、
网络安全、消防设施、文件保密等进行安全隐患大督查，严
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督查中，集团维稳专班深入项目现场，认真检查施工设
备、用电装置运行情况和消防设施的配备和使用情况，对检
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及时下达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措施，落
实责任到人，并做好销号记录。在集团维稳专班的督办下，
金城房地产公司结清了拖欠的民工工资，土地整理公司对
农户地面附着物损失进行了补偿。

同时，该集团还实行每天 24 小时值班制度，要求各子
公司认真值班，做好记录，每天上报值班情况，有事报事，无
事报平安，对不坚守岗位，迟报、瞒报、漏报信息的，一经核
实，严厉追究责任人及分管领导责任 。

赤壁中医医院开展无偿献血
本报讯 通讯员胡元香报道：为缓解临床用血的压力，

10月11日，赤壁市中医医院组织开展今年的第二次无偿
献血活动。

一大早下起倾盆大雨，但丝毫不减中医院干部职工的
献血热情。院长程新豹也早早来到门诊采血点，填表登记，
抽样检查，进行献血前的准备。

这个40多人的献血队伍中很多都是多次无偿献血的
熟面孔，本着救死扶伤的天职和无私奉献的精神，面对大号
的抽血针头，大家毫不犹豫撸起袖子，给那些素不相识急需
用血的患者输送去了生的希望。

副院长吴忠廉累计献血总量已有3900ml，他说，适量
献血不仅有益于健康。参与无偿献血不仅是一种社会责
任，更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改善医疗服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赤壁水务集团

保障供水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丁为为、唐红报道：为落实政协提案，

切实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做好优质供水保障服务工作，今年
来，市水务集团加强办理机制建设，以机制创新增强办理工
作实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明确提案办理工作的要求、程
序、时限和责任，促进提案办理落实，加速提升提案办理工
作向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市水务集团就提案中新老城区供水不足问题
提出了完善水务系统、更换供水管道、修建蓄水池等具体解
决措施。同时，已经拥有一套完整的水质检测体制。按照《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集团检测中心每天对全市38个管网末
梢点进行常规检测，并在新旧城区管网代表点现场检测，每天
对水质进行15项数据检测，每月进行30项数据检测，并定
期送到省检测中心检测，以便水厂及时掌握水质状况和变
化趋势，及时调整水厂制水工艺，保障市民饮水健康安全。

“历代运茶的‘鸡公车’将石板碾成
寸余深槽，可见当时茶市的兴盛，羊楼
洞明清石板街是见证中国制茶业历史
的缩影。”10月15日，98位茶业大会志
愿服务人员深入羊楼洞明清石板街进
行实地培训踩点，进一步了解茶业大会
各景点的实际地理位置、周围环境、景
点构成、文化历史，培养志愿服务人员
讲解的现场感。

为切实做好大会各项接待服务工
作，赤壁市从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选调
部分高素质人员参加2019“一带一路”

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
业大会志愿服务活动。综合志愿涉及
一对一服务、翻译、导游、礼仪等。目
前，已启动全员封闭式培训，综合提升
服务能力。

除了接待服务之外，我市供水、供
电、通信、交通、安全、消防、卫健等部
门纷纷制定了详细的大会保障方案和
应急预案。国网赤壁市供电公司成立
保电工作领导小组，以保电协调、应急
抢修、备好应急电源车为工作重点，对
保电区域各类电力设施、设备进行检

查，并安排专人值守，以应对突发状
况。赤壁市卫健局成立平安稳定保障
工作领导小组，全市各医院选派优秀
医护人员，携带常用药品和急救药品，
分赴茶叶大会重点区域，确保来宾、参
加活动人员及围观群众医疗卫生安
全。

在做好茶业大会各项安保工作的
同时，赤壁市各乡镇实行属地管理，狠
抓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区域环
境整洁程度，提升赤壁“颜值”，迎接嘉
宾和游客的到来。

修复后的石板街修复后的石板街 王莹王莹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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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金局、盒茶帮、广济堂、阜昌茶
庄……提起这些闻名遐迩的名字，可能
无法让它们与羊楼洞——这个面积不
足一平方公里的小镇发生联系。但是
这些鼎鼎有名的商铺与名号，曾经真实
存在于羊楼洞的石板街两旁。据清朝
史料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清政府
于羊楼洞设立厘金专局，抽收茶税，是
年额征银十八万三千八百两、钱十一万
四千九百串有奇。但随着岁月的流逝，
战火的荼毒，曾经在羊楼洞历史上写下
浓墨重彩的名号，后来只剩下一条残破
的石板街，和街道两旁，那些陈旧破损
的古建筑。

为了重现羊楼洞昔日的辉煌，让羊
楼洞——这座欧亚万里茶道源头之一
的小镇留下历史的印记，赤壁市多年来
一直坚持不懈地对羊楼洞古建筑进行
抢救性修复，力争在这里，做出一个历

史的见证。1996年，羊楼洞明清古街被
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列为
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010年12月，
羊楼洞被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
合授予“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古
村落”。而在1.1公里长的石板街上，现
存文物就有90余家。

现年102岁的羊楼洞老人雷爹，对
当年羊楼洞的布局依然记忆犹新。老
人说：“我们这条街上，当年那个人呀，
密丫密丫的。盒茶帮当年实际上就是
山西商会，当年羊楼洞到处的人都有，
连外国人都有，都是来买茶、做茶的，他
们都有自己的帮会。”老人虽然微微有
点驼背，但精神烁烁，说起当年，老人还
走到街头，向我们指点着，当年哪一家
是什么商号，卖什么货物。

顺着老人的指点，我们随着卓尔羊
楼洞小镇项目古街修复现场的负责人

皮聪走进了当年的盒茶帮。在房间里，
还有几位师傅正在对房屋内部进行修
葺。这是一栋四进式的房子，进门的一
间，里面摆放着一张长条形柜台，柜台
呈深红色，颇具古态。皮聪介绍说，这
一间实际是当年的门店，对外营业的。
接下来一进，是一间大厅，大厅的上方
摆着三张太师椅，左右两旁各有条凳三
条。这里应该是当年商会商议各种事
务的地方。

皮聪说：“为了让古街修复做到修
旧如旧，我们可是算下足了细密功夫。”

羊楼洞在抗战时期，曾遭到轰炸，
全镇毁坏严重，街面上的石板都被烧裂
开了。房子更不用说，幸存下来的也是
千疮百孔。为了让修复工作尽量保持
原样，工人们在修复的时候，尽可能地
使用当年的老物件。比如修复屋顶，他
们会将屋顶上的瓦片先揭下来，修复好

了再盖回去。以前的青石板街面高低
不平，踩上去松松垮垮的，他们就将那些
石头挖出来，整平整后再放回去。就是
那些当年被烧得破碎了的石块，他们也
小心地拼接成原样，放在原来的地方。

历史的真实，就是在细节上体现。
为了让每一个细节都真实还原，在修复
前，赤壁市政府组织专家学者，对羊楼
洞进行实地考察，并对一些熟悉当年情
况的老人进行走访，力求按照当年的原
样进行修复。

如今，走在羊楼洞石板街，望着街
道两旁，那些古香古色的门面店铺、那些
古旧的商家名号，机构名称，特别是邮局
门口，那个打着“大清邮政”的古老的邮
箱，让人以为一群现代人穿越了时空。

还历史以真实，还生命以过程。羊
楼洞古镇修复，正在一步步记录着历史
的过程。

留住历史的印记
——羊楼洞古文物修复实录

○ 通讯员 张升明

10月29日至31日，备受关注的2019年“一带一路”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

中国茶业大会将在赤壁市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让茶融入‘一带一路’，让世界爱上中

国茶”。大会就要召开，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营造氛围
全面推介 项目建设 收官冲刺

服务保障 精益求精

10月16日，位于赵李桥镇的中国
青砖茶博物馆，主体建筑与外围绿化配
套均已完工，内部装饰进入煞尾阶段，
馆内布展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该博物馆设计面积2600㎡，其中主
楼两层高13米，面积约2000㎡，两个副
楼——茶博馆办公区、国际交流中心分
列左右各300㎡。

除了中国青砖茶博物馆主体外围

建设完工之外，羊楼洞镇区古街征收及
修缮的400栋民房外立面改造工程也
已完工，松峰港生态补水工程也全面完
成（包括1.2公里河道清淤，9座拦河堰，
450米条石护坡及防洪墙，400米游步道
及3600㎡景观绿化）；羊楼洞明清石板
街修缮改造工程全面收尾，完成古街历
史再现节点7个1400米修复进入布展
阶段；万里茶道文化博览中心、万国茶市

主体建筑等工程均在加班加点赶进度。
为抓紧抓牢2019“一带一路”国际

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
会的筹备工作，赤壁市成立羊楼洞项目
指挥部，相关责任单位每天汇集羊楼洞
项目进展，会商次日工程计划。截至目
前，大会项目建设工地，1200余名工人
日夜双班，确保按时间节点，保质保量
完成各项工程。

——实地探访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业大会筹备情况
○ 通讯员 王莹

同心合力迎盛会

10月15日，在京港澳高速赤壁入
口的巨幅广告上，“2019年‘一带一路’
国际茶产业发展论坛暨第五届中国茶
业大会10月 29日羊楼洞古镇盛大开
幕”的字样分外夺目，这是赤壁市为盛
会营造氛围最直观的方式。

当前，全市各大商场、火车站、旅游
快速通道等人流密集区户外巨幅广告
已陆续安装到位；京港澳高速赤壁入口
等7个入口节点、6个入住酒店、11个活
动现场布置正在完善中；赤壁市赵李桥
镇羊楼洞古镇文创性装点工程持续推
进中；《赤壁青砖茶 一路香天下》专题片
完成初审。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赤壁茶”，爱上
“中国茶”，赤壁市坚持宣传先行，多渠
道推广此次盛会。9月20日至11月20
日，共计60天，荆楚网全网联动、湖北日
报千屏展播、武汉洪山礼堂LED屏、京
港澳高速、107国道、武汉市区茶业大会
推广广告全面推出；赤壁乾泰恒兄弟茶
业有限公司被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组委会授予黑茶类独家供应商资格，同
时获得机场贵宾通道、赛场、贵宾休息
室等地 10%的广告位宣传赤壁青砖
茶。截至10月15日，预备在央视播放
的“赤壁青砖茶”公益广告已进入后期
制作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