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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BI XINWEN

赤壁智能云广播系统

防火宣传添“新兵”
本报讯 通讯员丁铮铮报道：“我们这个软件是可以直

接通过手机APP控制这个塔上面喇叭的播放，现在距离我
们这个位置大概是500米左右，所以现在听的声音还是比较
清晰的。”4月6日，在赤壁市城隍庙附近一处已经安装完毕
的智能云广播站点，铁塔公司赤壁办事处工作人员为市应急
管理局相关人员讲解、演示智能云广播系统的操作方式。

当前正值春夏交替时期，气温逐渐回升，森林防火工
作压力陡增。市应急管理局与铁塔公司合作，充分利用物
联网技术建设智能云广播系统，开辟森林防火宣传新渠
道。该系统采用4G网络多网传输、接收的方式进行系统
的架设，云平台的方式部署，用户可以通过管理客户端、
WEB端以及移动端APP的方式进行系统的操作管理，极
大地方便了用户的使用。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80万元，在全市有人村落、重
要的进山路口及人流量较大的地点建设站点120个，主要
依托于铁塔公司进行建设、管理以及后期维护。项目建设
完成以后，能够有效覆盖各乡镇、办、场。

4月4日，赤壁市余家桥乡大岭村的
周神林，再一次申请到了扶贫小额贷款
5万元，让他对脱贫致富充满信心。

当年，周神林想发展水产养殖，可
是苦于没有资金，在村委和扶贫工作队
的帮助下，成功申请到扶贫小额贷款。
慢慢地，周神林的水产养殖走上了正
轨。在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去年，周
神林不仅还清了贷款，而且家庭人均收
入达到11000多元，成功脱贫。

为加大收益，周神林计划将水产养
殖进行规模发展，形成养殖销售一条龙
的服务。可是，资金又成了问题。村两
委和扶贫工作队再一次对他伸出援手，
帮他联系赤壁市农商银行申请扶贫小
额贷款。因为他良好的信誉，贷款申请
很快得到批准。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可
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导致脱贫攻坚的
脚步有所迟滞。为了确保脱贫攻坚的
目标不落空，赤壁市一边紧守疫情防控
不放松，一边紧锣密鼓开展脱贫攻坚总
决战。通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
纳入统筹整合的涉农资金，安排全年扶
贫项目140个。同时，为确保贫困户不
因疫情影响，导致信心不足，该市通过
全面调查，了解贫困户的需求，采取精
准帮扶。截止目前，该市为全市贫困户
进行种养殖技术指导130余人次，为发
展项目有资金困难的贫困户申请扶贫
小额贷款11户，新增扶贫贷款55万元。

一边是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
致富；另一边，却是贫困户因为疫情影
响，种养殖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我今年养了20亩龙虾，预计可收
获商品虾1000公斤。按照往年价格，毛
收入3万元以上。今年可难说。”柳山湖
镇吴家门村贫困户李祥淼就有些忧心
忡忡，价格只有往年一半多点，销路也
成问题，很多外地客商过不来，本地餐

饮市场也因为疫情受限。
针对贫困户的担忧，4月3日，一场

扶贫集市在柳山湖镇小龙虾交易市场
拉开序幕。该镇30多户贫困户将自家
的龙虾、黄鳝、泥鳅等农产品摆放好，接
受来自该市各机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
顾客挑选。

在现场，来自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的罗耀星忙得不亦乐乎，他说：“我买
了龙虾、土鸡蛋、黄鳝。货新鲜，纯天
然，吃着放心。”

顾客们开心，贫困户也乐开了花。
柳山村的雷红梅是腌制蔬菜的好手，当
天，她制作的干萝卜片、红薯粉丝等农

产品共40多公斤，不到一小时就抢购一
空。“这一阵天天担心农产品卖不掉，没
想到人家到家门口来买了。真要感谢
这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

不到2小时，30多户贫困户带来的
各种农产品销售一空。这场“以购代
扶”的扶贫集市，一举打通了供需渠道，
及时解决了贫困户的卖难问题，并为该
市提供了可供借鉴、复制的经验。该市
扶贫办副主任吴勇说：“扶贫集市的经
验可以在全市借鉴推广，为脱贫攻坚的
全面胜利继续发力。”

为了充分激发贫困户创业致富的内
生动力，让更多的贫困户实现增收梦，该

市更是利用现有资源，广泛开展活动，为
贫困户脱贫致富加油鼓劲。 4月5日下
午，该市副市长钱仕忠亲自上阵，在赵李
桥镇羊楼洞古街开展赤壁青砖茶网络

“云”销售，化身带货主播，通过线上销售
助企增收，为赤壁青砖茶搭建起了新的
销售渠道。短短半小时的直播，线上下
单达350余单，销售额6万7千余元。这
一战绩，让该市29200余名从事茶产业
的工人及贫困户，倍增脱贫致富信心。

聚焦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切实
解决贫困户遇到的困难，让贫困户强信
心、有干劲、稳脱贫，赤壁市正向着脱贫
攻坚发动总攻。

多举措决战硬任务

赤壁向脱贫攻坚发动总攻
○ 通讯员 张升明 袁俊

赤壁警民接力

寻回走失儿童
本报讯 通讯员王凤报道：4月5日下午，神山镇莲塘

村2组村民但小苹正在山边地里干活，一抬头，发现刚刚还
在身旁玩耍的小孙子不见了！“俊俊，你在哪里啊，答应奶
奶呀！”无论怎么呼唤，就是听不到孙子的应答。

但小苹慌忙赶回村里找人帮忙，沿路闻讯的村民纷纷
加入寻找的队伍中。大家沿着路边、山边、河边四处寻找，
眼见天已经黑了，还是没有找到走失的俊俊，于是但小苹
便向神山镇派出所报警。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询问清楚基本情况后，民警在村
委会的协调下，发动周边群众扩大搜索范围。

小孩只有6岁，且患有自闭症，这增加了寻找的难度。
因为俊俊情况特殊，夜色中，村民和民警在山上、田野里呼
喊搜寻，但始终没有发现俊俊的身影。

这一夜，难眠的除了孩子的家人，还有莲塘村热心村
民以及神山镇众多关心俊俊的村民，大家都祈祷孩子能平
安归来。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村民邱德先和漆辉兴终于在山上
发现了俊俊。一晚上流落在外，俊俊身上都湿透了，小脸蛋冻
得发紫。但看到小俊俊安全到家，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赤壁结合主题党日

开展爱卫运动
本报讯 通讯员袁野、李嗣蓉、舒萍报道：爱国卫生运

动，我们在行动。4月8日，赤壁市各级各部门结合主题党
日活动，集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强化卫生环境，提
高群众公共卫生安全意识，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当天，赤壁市纪委监委全体干部职工深入纪委小区、
凤清小区、陆水湖办事处玄素洞村等地，与群众一同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

手套、扫把、铲子，能用上的工具一个也不落下，无论
是小区房前屋后还是乡村溪边道旁，市纪委监委干部职工
都与当地党员群众一起，有序分散、默契配合进行着垃圾
清理工作。

赤壁市供销社全体党员到各自居住地小区党支部报
道，主动参与小区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展访民情、解
民忧等相关活动。驻村工作队在驻点村丛林村开展基层
工作日活动，解决农民春耕生产中实际困难。下午，市供
销社党员干部职工共20余人参加鲫鱼桥小区党支部“月月
大扫除、扫扫更健康”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宋少琴、
李杰报道：4月3日，在柳山湖镇腊里山
村水生蔬菜基地，空气中弥漫着新翻泥
土的气息。宽敞的田间生产公路上，十
几名工人正在一辆满载优质藕种的卡
车上，忙碌而有序地卸着藕种。

“我们这一卡车有17000多公斤藕
种，是从公安县运过来的。”水生蔬菜基
地合伙人魏家平介绍说。现在正是田

藕种植的最佳时机，气温回暖，泥土疏
松，能有效保证田藕成活率。

腊里山村水生蔬菜基地是柳山湖
镇农业产业化、合作社化的示范基地。
腊里山村支部书记魏平清介绍，2014年
以前，该基地基本上已经抛荒。因为农
户都出去打工了，村里的田地没人种。
面对这种情况，村委会经过商议后决定
将土地进行流转，在与农户面对面沟通

后，当年流转土地600亩，并由村委统一
平整后外包给腊里山村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连片种植水生蔬菜。目前，合
作社已累计投入资金500余万元，已完
成了基地道路硬化1500余米，新修灌溉
水渠3000余米，绿化树苗2000余棵，
4000余亩水生蔬菜种苗已全部种植。
为该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增收20余万
元。解决村贫困户就业60余人，年均发

放务工薪酬100万元以上。
近年来，柳山湖镇面向市场，结合

本地实际，有序开发本地资源，为村民
增产增收提供有效支持。由柳山湖惠
群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赤壁绿态果业
专业合作社和赤壁果香有限公司联合
共建的柳山湖葡萄基地，位于柳山湖镇
区西南部，规划区域2000亩，主要涉及
易家堤、吴家门两个村。

目前，该基地已搭建钢架大棚600
亩，基地道路、沟渠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进
行了全面改造。基地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模式，安排贫困户及闲置劳
动力就业200人以上，年增加农民收入
300万元以上，有力促进当地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明显。

深作田畴开富路

柳山湖镇有序开展农业生产

4月6日，贫困户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对葡萄进行清枝等春季园间管理 宋少琴 摄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是建
成全面小康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但是，
受疫情的影响，很多经过多年努力，已
经进入脱贫冲刺阶段的贫困户，突然之
间感觉后继乏力。感觉乏力的主要来
自靠种养殖脱贫的贫困户，因为疫情之
下，种养殖的产品销售渠道不畅。面对
这些困难，就需要我们的扶贫工作人员
审时度势，依时而行，顺势而为，为贫困
户提供切合实际，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方

法。
有些地方，发动党员群众，针对贫困

户的产品，“以购代扶”来推动销售。但
是，仅仅靠政府发动一次两次的“以购代
扶”能解决贫困户面对的困难吗？显然
是不能。贫困户的产品一批一批，仅仅
靠党员干部的爱心来消化，不切实际，而
且党员干部的购买力也有限。这时就需
要打开更为广阔的销售渠道，让全民消
费来带动贫困户的销售。

对此，赤壁市认真研判，根据疫情
之下，消费者买难，贫困户卖难的需求
矛盾，果断决策，将以购代扶的硬性指
派，变为扶贫集市的温暖主动，将脱贫
攻坚难题摆上市面，建立起贫困户与消
费者面对面的销售渠道，确实值得称
道。这样的一个举措，不仅减轻了党员
干部爱心购的负担，也解决了广大市民
购买的需求难题，更让贫困户销售的困
境迎刃而解，可谓一举三得。而且重要

的是，这种方式不仅有效解决实际困
难，而且是可持续进行的，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的良策。

脱贫攻坚，原本也是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赤壁的经验也给人们提供了
可供参考、借鉴的依据。将脱贫攻坚引
入全民视野，搭建全民参与，激发群众
扶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得脱贫具有
可持续的内生动力，这样，才能确保脱
贫攻坚战役的胜利长久、稳固。

脱贫攻坚要发动全民力量
○ 申鸣

4月1日，在车埠镇鸡公山村十四组
贫困户沈敏正在他的青蛙养殖场，为青
蛙放水、喂食。

2017年，在浙江打工的沈敏有了回
乡创业的念头。可是创业搞什么产业
呢？他通过手机搜集，发现养殖青蛙的
发展前景可观。

沈敏家里有祖母、父母、妹妹，共5
口人，因祖母常年患病，他家2014年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早日脱
贫致富，沈敏坚定了养青蛙的信心。开

始，他在自家5亩农田里养殖青蛙，通过
5个多月的精心养殖，除掉成本，净赚了
2.5万元。这一下子便增强了沈敏养殖
青蛙的信心，他想扩大养殖面积。可是
土地、种苗采购，自己家里这点钱是远
远不够的。于是他把自己的困难向村
支部书记彭金光说了。

“只要你愿意养殖，土地、资金都
不是问题。”彭金光雷厉风行。很快，
村委会便帮沈敏从村民手中流转了15
亩土地。赤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驻村
工作队也很快为他申请了 10万元的
免息小额扶贫贷款。不仅如此，工作
队还通知沈敏参加市、镇组织的青蛙

养殖培训班，让他学习更多青蛙养殖
技术。

土地、资金问题都解决了。2018
年，沈敏开始甩开膀子，日夜奋战在养
殖场。通过近2年的努力，他的青蛙养
殖基地有了模样。现在，他的青蛙池有
成品上市青蛙近9000斤，按当前的行情
来算，也有24万元左右产值，还没算自
己繁殖的青蛙种苗和3亩龙虾池。

“脱贫不是目标，致富才是根本。
只要有付出，就一定有回报。”耳听得蛙
声阵阵，沈敏信心满满。

“青蛙王子”的致富经
○ 通讯员 袁俊

赤壁发放不动产证

搬迁户吃下定心丸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余庆报道：“领到这个证，我

心里就更踏实了。”4月7日，在官塘驿镇镇区安置点，李新
汉手捧崭新的不动产证，脸上满是喜悦。

李新汉是该镇龙凤山村易地扶贫搬迁户，虽然住上镇
区的安置房，因为没有不动产证，心里始终有些担忧。李
新汉的担忧也是该市全体易地扶贫搬迁户的心结，驻村扶
贫工作队也多次接到过他们的渴求。

在了解到异地扶贫搬迁户的担忧后，赤壁市异地扶贫搬
迁工作领导小组立即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形成合力，启动
异地扶贫搬迁户发证工作。不动产中心加班加点，从工作启
动到发证只用了8天，给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吃下定心丸。

截止目前，该市共为官塘驿镇、赵李桥镇及新店镇的
151户异地扶贫搬迁户发放了不动产证。据悉，赤壁市为
全省第一个启动为易地扶贫搬迁户发放不动产证的县市。

赤壁住建局

检修管道保环境
本报讯 通讯员张升明、余庆报道：4月9日，在赤壁市

陆水河，工人们正抓紧时间，抢修赤壁市城区截污管网沿
陆水河一桥至橡胶坝河滩段主管网。

该河滩段主管网于2010年建成，由于管网长期浸泡在
水下，随着陆水河水位不断变化及水下情况的复杂，按照
工程设计，需要大修。

此次检修共投入有丰富施工经验和劳动技能的施工
人员60人，管道及其他工种30人，安排大挖机3台、小挖
机2台、运输车辆10台。在为期5天的维修中，施工队将主
要对河南岸进水前池砌筑、泵站设备安装及原有管网加固
包封处置；河北岸为检修井砌筑、阀门安装、倒虹吸原有设
备检修及更换；沿陆水河原有管网漏点整治等。同时，对
河段垃圾进行彻底有效清理，确保河道截污有效，污水干
管不漏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