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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纺桃花坪集贸市场

城郊落户大项目，城内建起大商场，城中分设惠民市场……
这些市民眼前的新变化，不仅让赤壁市商贸服务产业实现飞跃，更让广大市民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赤壁高新区

引来清流润民心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舒勤、李铖报道：“打电话让孩

子们回来吃饭，现在家里有自来水了。”26日一大早，中伙铺
镇泉洪村9组的张建财老人，一边在水龙头下洗菜，一边招
呼老伴。

泉洪村9组地处深山坳，全组14户，79人。多年来，由
于山高林密，一直没有通自来水，村民的饮水都靠村头大山
脚下的一口水井。

今年，赤壁高新区在扶贫工作中，了解到该组的情况后，
将其列入问题整改清单立即进行整改。根据现场勘查，决定
从官塘驿镇水厂引水，并铺设引水主管道1300米。由于泉
洪村9组地处深山，水管要经过石板景、三角塘、茶山、老屋
邓家等几座大山，水压不足以达到该组。对此，高新区专门
为其安装大型增压泵一座，确保水流能顺利到达该村。11
月30日，翻山越岭2400米，自来水终于在9组村民们的家里
哗哗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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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善 医 疗 服 务
赤壁中医在行动

湖北中医药学会

组织专家到赤壁巡讲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王莹报道：12月21日，湖北中

医药学会肝病专业委员会病毒性肝炎及其相关并发症防治
策略专家到赤壁市巡讲。

多位专家教授分别以“肝硬化腹水中医诊疗专家共识
意见”“肝功能异常的诊断与处理”“肝移植适应症与手术时
机”“慢加急性肝衰竭中医治疗：疗效及机制”“干扰素预防
及降低HBV相关HCC的发生”等为主题，讲解近年来肝病
学研究各个领域的最热课题和最新成果，配以大量的案例
数据阐述了肝病诊疗的新进展、新思路，并与提问的参会同
仁进行互动交流。“干货满满”的专业课程，让参加听课的医
务人员受益匪浅。

22日，专家团还在市中医医院开展义诊服务，针对患
者实际情况，结合自己多年经验对该院医生进行指导，让赤
壁市患者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健康中国行”走进赤壁

宣传推广健康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舒勤、丁铮铮报道：12月20日，国家

卫健委规划司与新华社瞭望周刊、人民网、中国卫生画报等
十多家中央媒体组成的调研采访组，到赤壁市开展“健康中
国行”调研采访。

近年来，赤壁市着力推进“健康赤壁”建设，创新开展社
区居民慢性病团体健康管理工作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先后
荣获国家心血管病筛查工作先进单位、省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和省健康促进示范县市等荣誉称号。

在龙翔山公园入口处，正在练习健康手指操的人群，吸
引了调研采访组一行驻足观看，他们与健步运动的市民交
谈，了解赤壁市百姓健康生活。在蒲纺工业园区六米桥社
区、羊楼洞健康小镇等地，调研采访组详细了解赤壁市居民
自我健康管理、健康主题公园建设，对赤壁市创新开展医养
结合与智慧养老，让茶文化融入健康等先进经验和亮点，进
行细致采访挖掘，表示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宣传推广

“健康赤壁”建设亮点。

赤壁老城区燃气入户

为民服务无折扣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宋必军报道：“终于可以用上

清洁、安全的天然气了。”近日，随着燃气安装工人的入户，
赤壁市老城区原市委小区的居民奔走相告，喜不自禁。

老城区原市委小区有居民275户、1000多人，且老年
人居多，整个小区现在还在使用罐装煤气，给居民生活带来
不便，安装管道天然气是小区居民的迫切需要。

为解决群众的生活所需，赤壁市住建部门联合施工单
位，多次对该小区进行实地测量，制订燃气入户规划。督促
协调华润燃气公司对该住宅小区的燃气管网建设特事特
办，让企业及居民早日受益。

目前，鉴于春节临近，小区人员出行繁忙，为不影响小
区居民日常出行，施工单位调整施工方式，先从居民入户管
道开始安装，待春节过后，再行对小区燃气主管道进行开挖
安装，整个工程争取明年上半年完成。届时，该小区居民将
彻底告别煤气罐，用上清洁、便利的管道天然气。

赤壁建设“四好”农村路

带动产业致富群众
本报讯 通讯员刘进华报道：冬至时节，天气寒冷，而

在黄盖湖镇黄盖湖咀村道路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大型摊铺
机、钢轮压路机正在紧密配合进行路面水稳层摊铺。

黄盖湖镇黄盖湖咀村道路全长8公里，原路面宽度3.5
米，老水泥路面破损较多，路面窄。为改善道路等级，现将
路面拓宽至5.5米，在对原道路换填、补强处理后，加铺20
厘米厚水稳基层及5厘米沥青砼面层，现已完成路面水稳
层铺设1.6公里，预计20个工作日可全面完工。

今年以来，赤壁市交投集团着重加大对农村公路建设
力度，切实做到修好一条路，带动一片产业，致富一方群
众。“四好”农村路的建设，沿线村民出行更加便捷舒适，乡
村观光农业、农家体验旅游、特色种植产业等持续有力发
展，目前已完成张司边村道路、龙凤山村道路、望夫山村茶
园综合体道路等多个民生工程项目。

严冬时节，天气寒冷，但人心依然很
暖。12月18日早上，地处赤壁市金鸡山
路老印刷厂的“爱心粥屋”像往常一样准
点开门，周边的环卫工人、孤寡老人、残疾
人员在晨曦中慢慢汇聚过来，等待一份简
单朴实的早餐。

这天是“爱心粥屋”成立一周年的
日子，同时，有几位环卫工人过生日。
一年来，志愿者们每天早晨 5点左右，
准时点亮粥屋，准备当天早晨的稀饭馒
头，为环卫工人、孤寡老人、残疾人员提

供一碗热粥，提供免费就餐已累计服务
18000余人次。今天，志愿者们比往日
起得更早，提前准备丰富的早餐和生日
蛋糕，为“爱心粥屋”和环卫工人庆祝生
日。

为了让“爱心粥屋”越办越好，许多市
民投身义工和志愿者工作，并组建志愿服
务队伍参与其中。还有市民送上自己的
爱心。

张志是一名电梯安装工人，家住在
“爱心粥屋”楼上。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

到身着红马甲在粥屋忙碌的志愿者，感觉
他们很酷。没想到在粥屋帮了一次忙之
后，他就一直坚持到现在。

天空已经从漆黑变得敞亮。就在
志愿者们收拾整理桌椅板凳时，“爱心
粥屋”又收到了爱心市民送来的善款。
屋内墙壁上写满了市民捐赠善款事项，
这些爱心人士建有专门微信群，有力的
出力，有钱的出钱，共同运营“爱心粥
屋”。

近年来，赤壁市高度关注弱势群体，

调动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解决他们生产
生活问题，学习和借鉴外地成功做法，借
助已建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三级体系架构，建成1个中心、6个文明实
践所和55个文明实践站，成立“赤壁市志
愿者协会”，现有4.5万名注册志愿者，
300支社会志愿服务队伍。

献出一份爱心，收获一份笑容。正是
这些平凡市民，用自己不平凡的行为，让
爱心延续，也让“爱心粥屋”有了持续下去
的可能和原动力。

爱心粥屋载爱前行
○ 通讯员 丁铮铮

黄龙大道上正在兴建现代农贸超市

居民带着孩子在新建游乐场休闲

天成线业产销两旺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舒勤报道：
23晚，寒风飕飕，时不时还飘着点小雨，
但依然阻挡不住市民们的雅兴。在陆水
河二桥段亲水步道上，市民们健身、跳广
场舞、观赏夜景，好不热闹。

晚上来这里活动的市民，大多是附
近居民。据介绍，以前，二桥段河道没有
亲水步道，连河堤上的道路都是坑坑洼

洼的，居民们健身要沿着河堤向城区方
向走上500多米，远一点的要走上一公
里左右。今年，陆水干流重点河段防洪
治理工程（赤壁段）列入全省水利补短板
入江重要支流治理项目，位于陆水水库
主坝下游二桥段沿河两岸得到了有效治
理。

本着提升水利功能，服务人民群众

的宗旨，赤壁市水利和湖泊局将二桥段防
洪治理工程与赤壁市一河两岸亮化工程
相结合，在提升防洪功能的同时，更将该
河段打造成市民娱乐健身的休闲场所。

截至目前，二桥段已完成建设亲水
平台450米，铺设火烧板路面砖2800平
方米，大理石栏杆470米，栽种各种景观
树木23250株，草皮绿化面积7000平方

米，建设1座观景亭。硬化刷黑200米
下坡道路。在陆水二桥桥墩面制作一幅
70平方米的山景画。用色块苗制作完
成“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
宣传标语和中国水利标志。清除陆水河
南岸和尚岭段岸边杂草1万平方米，为
两岸居民生活、休闲增添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

贴近民生修水利

赤壁陆水河二桥段水利景观受好评

美好生活在赤壁
——看赤壁市如何抓发展促民生

○ 通讯员 王莹 王丽燕

外贸出口勇拓新空间
12月 20日，维达力实业（赤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
线上忙碌着。

目前，维达力一期中伙项目、二期
赤马港项目均已建成并投入运营，发
展态势良好，日产能超千万元。维达
力三期万津实业电子玻璃生产基地项
目计划投资 20亿元，占地面积160
亩，目前正在抓紧施工，确保工程主体
结构今年春节前夕封顶。

据了解，维达力公司生产的视窗防
护玻璃等电子玻璃产品，广泛应用于

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桌上电
脑和数码相机。该公司与三星、华为、
小米、LG、尼康等世界一流企业建立了
稳定及密切的合作关系，产品远销韩
国、美国、欧盟、东南亚等国家和地
区。据海关统计，维达力实业（赤壁）
有限公司1至11月累计出口额达9.7
亿元，成为咸宁市第一外贸业务大户，
提供就业岗位6000余个，让返乡农民
工和城镇居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今年以来，赤壁市新增对外贸易
经营者备案企业达到39家，创历史新

高。其中类似维达力、天成线业等有
出口业绩的企业达40多家，同样创历
史新高；赤壁市认真贯彻落实《咸宁市
人民政府促进外贸发展实施办法》，市
政府已兑现2018年出口奖励资金193
万元，切实提高了企业出口积极性。
据赤壁商务局统计，1至11月，全市
外贸进出口总额已完成20.8亿元，同
比增长155.5%，提前半年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当前，赤壁市外贸高速增长
已经处于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在咸宁
市所有县市区中排名第1位。

现代商贸实现新蜕变
12月 22日，西湖国际广场儿童

游乐园内人气爆棚，处处洋溢着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

西湖国际广场是赤壁市重点商贸
项 目 之 一 ，项 目 一 期 占 地 面 积
34606.75平方米，总体量24万方，商
业约8万方，停车位1200个，含地下
停车场共计7层，现已交付使用。

“今天星期天，我带儿子来游乐园
玩，这里的极速赛车、跳舞机，都是他
喜欢的项目！”像蒲圻办事处金鸡山社
区居民寻有光一样趁着双休日，带孩
子来游乐园玩耍的家长不在少数。

多年前，此处还是污水横流的西湖
菜市场，通过市委、市政府科学规划、多
方评估，广泛征求老百姓意见建议，西
湖菜市场顺利搬迁重建，提档升级。通
过对外招商引资，西湖国际广场项目
在西湖菜市场原址落地，项目一期内
设的超市、儿童游乐园、电影院、服装
商场、小吃街，均让广大市民趋之若
鹜。当前，该项目已然成为引领赤壁
市老城区商业消费的龙头企业。

“以前的西湖菜市场只能三个字
形容——‘脏、乱、差’，现在新建的西
湖国际广场也可用三个字形容，那就

是‘高、大、上’！”西湖国际广场附近居
民龚文如是说。

近年来，赤壁市着力提升现代商
贸发展水平。建立重点企业培育清
单，深入排查达到入统标准的商贸企
业，进行深挖入库，保持消费品市场持
续增长。今年1至11月新增限上商
贸企业16家；突出培育商贸流通主
体，加大对西湖国际广场、三国绿色商
贸城、群兴广场等重点项目的服务力
度，有效发挥重点商贸项目在促进全
市商贸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带头
作用。

市场建设取得新突破
“这段时间，好多机器和工人在这

里施工，他们说这里将建设一个现代
农贸超市，居民们都非常期待呀。”黄
龙大道居民定晓云高兴地说。

位于赤马港办事处营里社区的黄
龙大道全长700米，连接赤壁河北大
道和赤壁大道两条主干线。近年来，
黄龙大道马路市场存在占道经营现
象，让周边居民生活受到影响。

为解决市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
题，赤壁市规划在黄龙大道中段建设
一个拥有300个摊位的现代农贸超
市，项目计划投资4000万，占地3200

平米，项目现已开工，正在进行土地平
整。待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黄龙大
道马路市场便有了“归宿”，新建的现
代农贸超市，可以满足周边4万人日
常农副产品购买需求。

今年以来，赤壁市积极推进集贸
市场建设。新农贸市场（党校旁）、陆
水市场、蒲纺桃花坪市场等一批已建
成运营的集贸市场，不断强化自身经
营管理，着力打造干净整洁、有序舒适
的购物环境，让老百姓去得舒心、买得
放心、吃得安心；新建的花果山集贸市
场已通过招投标，改造装修也已经完

工，现准备投入使用；当前，计划筹建
的砂子岭集贸市场，也在进行拆迁、征
地、规划设计等前期工作。

除了上述“菜篮子”工程外，赤壁
市还在规划筹建汽车市场、夜宵市场
等惠民市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多年来，赤壁
市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以
实实在在的举措回应群众关切，让更
多惠民工程项目，从图纸上、从规划里
走入现实，带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
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