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赤壁融媒体中心

典型案例入选“教科书”
本报讯 通讯员宋少琴报道：近期，由中宣部批准，全

国宣传干部学院组织编写的2019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
例选编》出版发行，赤壁市融媒体中心报送的《赤壁市：县级
融媒体中心紧扣中心“融”通八方》案例入选，是全省仅有
的2篇入选典型案例之一。

为展现地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实践新探索，给全国
宣传干部提供教学案例，受中宣部委托，全国宣传干部学院
从2010年开始编印《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例选编》，每
年一册。该书既是宣传书，也是全国宣传干部的工具书、教
课书，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影响力。

今年4月，赤壁受邀参加了案例编写工作，主笔撰写
了由典型案例、案例分析、启示与思考、拓展阅读、思考题
等部分组成的5000余字的《赤壁市：县级融媒体中心紧扣
中心“融”通八方》经过层层选拔入选2019案例选编，获
全国宣传干部学院致信感谢，并得到中宣部、省委宣传部
好评。

赤壁应急管理局

提前防范抵御寒冬
本报讯 通讯员陈铮报道：元旦前夕，赤壁市应急管理

局为各乡镇紧急开展御寒救灾物资发放工作，发放棉衣、棉
被、毛毯、绒衣4600余件套。

去年，赤壁市受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较重，
给人民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生活造成较大影响。为确保
受灾困难群众度过“双节”，此次下拨的救灾物资主要用于
帮助解决受灾群众冬春期间的基本生活。物资发放保障重
点，不搞平均分配，按照民主评议、登记造册、张榜公示的发
放程序，把救灾物资发放到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受灾群众
手中。

2019年4月，赤壁市挂牌成立赤壁市应急管理局，负
责水旱灾害防治、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管理分配
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等工作。一年来，该局落实主体职责，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向全市各乡镇、办事
处、街道、社区的受灾困难群众累计发放救灾物资近万（件）
套，向上申请救灾资金1000万余元。

赤壁城发集团与中建绿投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通讯员王莹、但丁报道：近日，赤壁城发集团

与中建三局绿投公司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平等互利、诚信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

资源、资质、品牌、技术等方面优势，以合作开发、委托开发、
股权合作等模式推进城市综合体、装配式建筑等项目开发，
以EPC、代建等模式共同参与赤壁高新区标准化工业厂
房、城区还建房等项目的投资建设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

赤壁城发集团负责人表示，双方前期已在维达力三期
厂房代建项目上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有效推动了维
达力三期项目建设。希望以此次签约为起点，全面深度进
行赤壁工业地产开发，全面加快生态新城产业建设，为推动
赤壁城市业态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赤壁纪委监委

开展“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肖天胜报道：为增强纪检监察工作透

明度，让监督在阳光下运行，元旦前夕，近50名“两代表一
委员”与民主党派、工商联、企业家、新闻媒体等代表受邀走
进市纪委监委机关，零距离探访、谈想法、提意见，全方位了
解纪检监察工作。

2019年，市纪委监委认真履职、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正
风肃纪，一体推进“三不”机制建设，重点整治党员干部会风
会纪、扶贫领域等违纪违法问题，依法查处一批贪污腐败、
包庇黑恶势力甚至充当“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市纪委监委
还深入开展巡察监督，制定整改措施884条，建立完善各项
规章制度 290 项，共追责问责 429 人，收缴、清退资金
72.954万元。

新的一年，市纪委监委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深入
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做到工作学习不松
劲、不停步、再出发，努力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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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生态立市”战略发挥辐射效应

生态文明建设锚定高质量发展
○ 通讯员 聂爱阳 余庆

“2019年的整治力度特别大，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对
羊楼洞村矿山采取关停措施并治理复
绿。”刘勇民告诉笔者。为全面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赤壁市投资 400万元
对群众反映热烈的赵李桥镇羊楼洞北

山采石厂的废弃采场，鸣亮氧化钙厂
的工业加工场地进行治理与修复。而
这只是赵李桥镇强化污染治理的一个
缩影。

据了解，2019年，赤壁市以召开“一
带一路”国际茶产业发展暨第五届中国

茶业大会为契机，以会促建、以会促变，
完成赵李桥镇征收土地600余亩，征收
古街房屋117套，拆除破旧房屋70多
处，关停矿山3座，拆除钙粉厂25家、石
灰窑46家，赵李桥镇获评为省级第一批

“擦亮小城镇”行动试点镇。

近年来，赤壁市大力实施“生态立
市”战略，以污染源治理为重点，先后
荣获国家园林城市、中国幸福百县、
2018中国最美县域、全国优秀旅游城
市、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中国最
美茶乡、省级文明城市、省级卫生城
市、省级森林城市等荣誉称号。赤壁
这座古城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
活力。

强化污染治理 改善环境质量

欢歌庆盛世
壮怀向未来
近日，赤壁一中举行“筑梦新时代 扬

帆新跨越”元旦文艺展演。参演师生以昂
扬向上的精神风 貌全身心地投入到演出
当中，舞蹈、话剧、歌曲等丰富多彩的节目
轮番上演，精彩 纷呈，赢得现场观众阵阵
掌声。

元旦期间，赤壁市各机关团体纷纷组
织文艺汇演，用文艺表演向盛世华年表达
幸福感、获得感、满意度。

通讯员 王莹 摄

2019年11月，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十堰年会上，赤壁市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为全省中东部地区第一家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这也是该市继“国家园林城
市”后，再次获得新的“国”字号绿色荣誉。

近年来，赤壁市积极践行发展新理念，紧紧围绕“一城引领、三篇文章、五带联动、六区
协同”“1356”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布局，大力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多措并举让赤壁的
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城市更美,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强了。

“现在把车开到这来，跟旅游似的，
路两边风景真是美得很。”车行驶在羊
羊公路上，主路是干静整洁的柏油路
面，改扩建绿化升级的路面两边，彩色
人行道与绿色形成鲜明映照，不远处的
房屋院子全部改造成了统一样式的黛
瓦白墙雕花窗格样式。迎着徐徐微风，

令人赏心悦目。2019年，赵李桥镇对
107国道、羊羊旅游快速公路、赵崇路进
行立面改造，共计改造15.3万平方米，
对羊羊旅游快速公路沿线房屋瓦屋面
进行改造，共计2万平方米。

“不仅要‘面子’，更要改善‘里子’，
今年我们还在镇区实施污水管网建设

改造，实现生活污水排放更安全便
利”。刘勇民如是说。目前，赵李桥镇
污水管网建设已完成统一入户对接
3500户。

环境美了，道路宽了，水更清了……
这一系列的变化，让村民们满意极了。

2019年，赤壁市配套2978万元解

决农村饮水问题，投入740万元强化各
学校人防、物防、技防；聚焦“业教保医、
衣食住行”等十个方面突出问题进行专
项整治，以实实在在的为民举措，服务
群众，赢得民心，化解民怨，群众信仿量
明显下降，车埠派出所被正式命名为全
国首批“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一河两岸
夜景成为城市新亮点，城区品质得到全
面提升，全市社会保持和谐稳定，老百
姓有了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改善城乡面貌 多点惠及民生

“真是没想到，种树还有钱发。我以
后还要多种。”赤壁镇小柏山村贫困户陈
玉林激动地说，2019年他因造林面积
13.2亩拿到5280元现金。不仅贫困户栽
树有补助，精准灭荒也有补贴。10月，赤
壁市对城区及各乡镇全面开展清理枯死
树木、竹子、花草工作，防范山林火灾及进
一步提升城区市容市貌。“我们2020年验

收时对各乡镇及时清理、及时种植，检查
合格的农户按一亩500元的标准给予补
助。”市林业局负责人方育才介绍到。

一手抓造林绿化，一手抓资源保
护。不仅仅是清理整理不需要的，还要
在服务子孙千秋后代上下功夫。按照

“坐车堤边不间断、坐船岸边不间断”的
原则，赤壁市狠抓长江大保护工作，打

造长江防护林体系，取缔非法码头7个，
餐馆21家，拆除民房258户，复绿长江
岸线4250亩。

“你看，这里俨然是一条岸绿景美、
绵延万里的沿江森林廊道”。12月24
日，在赤壁镇长江干堤东风村段，方育
才感叹到。两年前这里遍布非法码头、
餐馆、污水横流、尘土飞扬的景象一去

不返，换来的是树木摇曳，借长江大保
护东风，提升“颜值”打造的美丽乡村。

2019年，赤壁市级财政共投入2亿余
元用于精准灭荒、旅游快速通道沿线绿化
景观提升改造、107国道改扩建工程绿化
工程、长江干堤二级平台30米范围房屋拆
迁及300余亩樟树风景林的建设。同时，
结合乡村振兴，按照“房前有果、屋后有
林、四季美景”的原则，建设环村绿化带、
村庄风景林，累计完成村庄绿化167个，
成功创建“湖北省绿色示范乡村”39个。

筑牢绿色屏障 打造美丽乡村

出门就是107国道，每天上班时候，
中伙铺镇泉洪村1组的刘凤仙都会在这
里等班车，去赤壁高新区维达力公司上
班。这样的上下班的日子，她已经做了三
年多。

刘凤仙是泉洪村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家里6口人，公公婆婆都是残疾人，两个
小孩在读书。以前，他和老公在浙江打
工，虽然工作卖力，但到底抵不住家大口
阔，常常入不敷出。更闹心的是，两个孩
子由残疾的爷爷奶奶看管，心里怎么也放
心不下。

“现在就在家门口上班，孩子也照看
到了，老人也照看到了，工资也不低，我很
有信心。”对前来看望她家脱贫状况的高
新区扶贫工作人员，刘凤仙说不出的感
激。

刘凤仙是2016年的8月，在赤壁高

新区扶贫工作组介绍下，进到维达力公司
的。据该村扶贫第一书记彭辉介绍，泉洪
村总人口才1870人，贫困户36户，169
人。这些贫困人口，除去老弱病残，其实
都是勤劳肯干的人，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
工作。在了解到贫困户的需求后，高新区
发挥自身与工厂、企业联系紧密的优势，
及时掌握企业用工需求，将合适的贫困户
介绍给企业。该村先后有30多名贫困人
口在高新区的介绍下，找到了合适的工
作。

刘凤仙说：“我每个月都有4000块左
右的工资，还不算公司给我买的保险，确
实比在外面打工赚得还多。”

改变贫穷，不是一次两次慰问可以
的。要从贫困户的实际出发，从他们的
需求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生活
上的困境，从而达到脱贫致富。这就是

赤壁市高新区扶贫工作组的扶贫初心与
决心。

泉洪村9组，是该村最为偏远的一个
村落，要翻几座大山才能够进得去。正是
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该组多年来，一直
没有通上自来水。虽然镇里、村里多次努
力，但总是不成功。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全
靠村头山脚下的一口水井。可是水井里
的水本就不多，还是浑浊的，一担水挑回
来，要放在家里过一夜，才能沉淀。

“孩子们都不肯回来。”该组的张建财
老人说。因为用水困难，村里孩子们就是
在城里或是镇上打工，也不大回家，就是
回来，也就是打个转，饭都不肯吃的。

在得知该村 9组的实际情况后，高新
区立即组织村委会干部，实地去查看，商
讨解决办法。经过高新区扶贫组的努力，
最终，翻过4座大山，安装一座大功率增

压泵，全程2400米的供水线路，在2019
年的11月24日正式通水。一股股清泉，
通过一根根水管，哗哗流淌到泉洪村9组
的每家每户。

“今年过年，孩子们都说要回来过。”
望着水龙头里欢快流出的自来水，张建财
老人脸上的笑容，也一样欢快。

把扶贫对象当做亲人，就要从内心里
给予他们亲人的情感和帮助。这是高新
区熊新年主任对扶贫工作组说的一句话，
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

在泉洪村 10组，88岁的老人张登
陆，自儿子去世后，两个孙子跟着他，生活
的重担全压在老人的肩上。高新区熊新
年主任了解到后，多次上门走访，慰问老
人并了解老人的需求。老人对熊新年也
赞赏有加：“每次来我家，他都是亲自动
手，打扫卫生，搬柴倒水的。在给我家危
房改造的时候，他天天都抽时间过来，督
促施工，亲自指挥。扶贫工作队，真是一
帮好人啊。”

“要让每个人都不为生活发愁。”面对
贫困户们脸上幸福的笑容，该村扶贫第一
书记彭辉扶贫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泉洪村脱贫记
○ 通讯员 张升明 舒勤 李铖

赤壁公安局

破获流窜盗狗案件
本报讯 通讯员余晶、兰燕报道：日前，赤壁市公安局

赤壁水陆派出所破获多起毒针盗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

连日来，赤壁水陆派出所接太平口村村民求助，称陪伴
自己多年的土狗于2019年11月19日失踪了，怀疑被盗，
希望民警能够帮助找回。民警迅速开展走访调查并获得相
关线索，于12月25日在赤壁镇赤壁汽渡码头将犯罪嫌疑
人吴某军父子两人抓获，当场缴获砍刀1把，查获被毒射土
狗18只，射弩1把、毒针10余支。

吴某军父子交代，自2019年9月份以来，两人曾多次
驾驶鄂A27Bxx（伪造车牌）、L62Gxx（伪造车牌）车辆流
窜至湖南临湘，湖北嘉鱼、赤壁等地盗杀农家土狗的违法事
实。

目前，吴某军和吴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