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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新闻
CHIBI XINWEN

本报讯 通讯员魏保东报道：3月
29日上午，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的300
名游客，按照京津冀旅游专列行程计划，
来到湖北赤壁三国赤壁古战场、羊楼洞
等地游览参观，正式拉开了京津冀游客

的三国红色之旅。
京津冀旅游专列是今年中国铁路集

团北京局为响应国家红色教育的重大战
略开行的首趟红色专列，由北京开往贵
州方向，全程为期12天，沿途参观著名
红色旅游景点。

中铁旅行社集团旅游销售部经理葛
洪军介绍，此次红色专列3月19号从北
京出发，首先前往了梵净山、途经遵义、
重庆、赤壁等站，下一站准备前往武汉游

览黄鹤楼和东湖景区。
活动受到赤壁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该市文旅局、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
为活动的开展做好了充分的接待和安全
保障工作。

上午8时许，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
举行开园迎宾情景演出，战马嘶鸣、旌旗
招展、战鼓震天……一系列富有三国元
素的精彩表演让游客仿佛回到了当年的
赤壁大战战场。

除了看演出，游客还参观了桃园三
结义、翼江亭等景点，尤其是“赤壁”摩崖
石刻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了解，中铁旅集团今年计划发出
110趟专列，助力国家红色教育重大战
略在全国的实施，其中，4月11日、25日
和28日的专列会抵达赤壁，满足京津冀
游客品赤壁美食、看赤壁美景、了解红色
历史文化的需要，助力游客畅游湖北、畅
游赤壁。

300名游客开启三国红色之旅

首趟红色旅游专列开到赤壁

请农科专家传授种植技术

赤壁为猕猴桃丰产打基础
本报讯 通讯员钟晓阳报道：当前正值猕猴桃苗木

春季管护的关键时期。3月30日上午，赤壁市举办春季
猕猴桃种植技术专题讲座，邀请省农科院专家为全市猕
猴桃种植户授课，为今年猕猴桃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省农科院专家通过PPT图文展示，向种植户详细讲
解了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和猕猴桃施肥、品种改良、花期
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知识。讲座紧密联系赤壁市实
际，受到猕猴桃种植户的一致欢迎。

赤壁市绿色资源得天独厚，是猕猴桃种植的天然基
地。猕猴桃是赤壁市三大特色农业产业之一。到2020
年底，全市猕猴桃面积2.9万亩，产量1.01万吨，综合产
值达到3亿元。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促进
乡村振兴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

近日，笔者走进赤壁市水泥小区（一区）
时，只见小区门前以往荒芜的空地已经硬化，
施工人员正在铺设道路，一个休闲场地初见
雏形。

在小区东北面的小亭子旁，几位施工人
员正在平整土地。一位居民告诉笔者，以前
这里是一处休闲场地，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
理，便成了居民的菜地。现在要通过改造，使
这个休闲场地重现光鲜。

赤壁市水泥小区（一区）已有30多年的
历史，共有13栋住宅楼，100多家住户。由
于历史原因，一些居民在小区四周和通道旁
搭建有60多处，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大小
不一、低矮破旧的棚屋用来烧火做饭、堆放杂
物、养鸡鸭，弄得小区污水四溢、异味难闻；每
逢大暴雨天气，小区积水最深处达1米之多，
居民烦恼不已。违章建筑阻塞了消防通道，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去年，赤壁市将该小区纳入了老旧小区
改造之列，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拆除违建物，拓
宽路面，修建一条环形消防通道；然后是雨污

分流、强弱电改造，增设绿地、休闲场地、新增
停车位和安防监控系统、照明设施设备等等。

据项目部负责人介绍，小区改造最大的
困难是拆违。为了推进小区改造进度，3月
中旬，赤壁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到小区了解
实情，督办工作；陆水社区和小区改造项目部
工作人员走家串户，苦口婆心地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宣传政策。经过多次耐心细致地做工
作，部分居民表示理解。一位张姓住户说：

“老旧小区改造真是一件利民为民的好事，能
为居民解决困扰多年的问题，作为小区居民，
应该支持拆违工作”。

目前，小区雨污分流和强弱电改造已经
完毕，内涝和污水遍地问题得到了解决，还增
设了监控和路灯，一个文明、和谐、有序的幸
福家园呼之欲出。

眼下，拆违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不久，就会打通小区“安全生命通道”。届时，
一个整洁卫生、道路宽敞、环境优美，充满生
机的小区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打通小区安全通道
○ 通讯员 小艾 邹玉成

“咔擦咔擦咔嚓”，随着清脆的剪
刀声，利落的动作，一会儿功夫，党员
志愿者们就为赤马港街道北站社区
居民打造出了满意的发型。

“哇哦，帅得很嘛，我就喜欢这个
发型，妈妈，下次还让这位姐姐帮我
剪头发。”3月28日上午，在赤壁市赤
马港街道北站社区新领地广场上，刚
剪完头发的11岁男孩说。阳光下，男
孩清爽的发型，欢快的笑容，让现场
暖意融融。

为切实发挥党员志愿者的先锋
模范作用，进一步创新社区治理模
式，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北站社区组
织新领地小区党支部成员以及志愿
者们在新领地广场共同开展“党建引
领，共享共治，服务便民”大型志愿服
务活动。现场设有党员志愿者接待、
义剪、义诊、眼科检查、家电维修清洗
等摊位，把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
口。

“我们自己去医院检查，来回折
腾，还要花上不少钱，眼科医院开展
了这样的惠民服务，真的特别贴心。”
新领地小区70多岁的大爷说。

在眼科检查摊位前，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爱尔眼科医院的志愿者先
为排队的老人做好信息登记，随后细
致地为前来检查的老人进行视力检
测、白内障筛查，对检查结果进行耐
心解释，针对需要治疗的过程进行简
单说明。并告诉他们怎样正确地用
眼、护眼等常识，提高居民爱眼、用眼
方面的健康意识。

“看着我们队伍在不断的壮大，
我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目前赤壁
市义工联盟团队已有千余名志愿
者。今天又增添了北站新领地志愿
服务队和赤壁爱尔眼科医院志愿服
务队，希望他们积极发扬志愿精神，
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
社会！”赤壁义工联盟会长来碧海说。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 通讯员 魏萍

本报讯 通讯员余映炫、万菡报道：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3月
29日，赤壁市委党校组织2021年春季主
体班140余名学员开展“党史故事大家
讲”学员微党课活动。

课堂上第一批学员代表生动形象地

讲述了巾帼英雄杨开慧、双枪女将伍若兰
和发生在赤壁本地的党史故事，展现了革
命先烈们智勇双全、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精神。革命先烈和革命精神激励着现场
每一名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
使命，大家表示，今后将通过生动形象的

形式学党史、悟思想，争做党史学习教育
宣讲员，大力发扬红色传统，更好传承红
色基因，推动百年党史进万家。

据悉，“党史故事大家讲”学员微党
课活动是2021年春季赤壁市级主体班
培训班的特色活动之一，每次课堂教学

之前，由各班推选1至2名学员为大家讲
述党史小故事，旨在帮助学员通过交流
革命先辈浴血奋战革命故事，深刻感受
无数革命先烈舍小家为大家的革命情
怀，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讲党史故事 拾红色记忆

赤壁市委党校开展学员微党课活动

弘扬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
清明节来临之际，赤壁市实验小学

在羊楼洞142烈士陵园开展“祭英烈、学
党史、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
代好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弘扬红色
文化，传承红色基因。

心怀敬畏之心，同学们踏着先辈足
迹，聆听老师讲述着革命先辈们用浴血
奋战、流血牺牲换来今天幸福生活的故
事。同学们纷纷表示，要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通讯员 李杰 摄

本报讯 通讯员昌文报道：“去年规划
时未设计任何停车位且只能单向行驶，周
边无停车场，过往车辆常被摄像头抓拍处
罚，游客和周边居民不敢开车到街上购物
吃饭……”根据赵李桥镇沿街商户、群众的
反映诉求，3月29日，赤壁市委政法委组织
赵李桥镇政府、公安局、交警大队、城管执法
局等单位，现场考察赵李桥街面交通情况，认

真听取镇直单位、商户、村民代表的建议。
赵李桥镇街面道路改造前，脏乱差，交

通拥堵，安全隐患大且交通事故频发，老百
姓怨声载道。改造后街面干净，交通通畅，
群众出行和学生上学、放学安全得到了保
障。但部分沿街部分商户、群众反映道路改
造和实行管制后，对生意造成了一定影响。

在听取建议后，相关单位负责人详细

介绍了赵李桥街面道路改造和交通管制
措施出台的背景，并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了
交流，拿出了解决方案，得到了商户和群
众代表的满意。

赤壁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地
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将会认真听取群
众的诉求，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一
步做好服务工作，为赵李桥商业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同时要求赵李桥镇政府对
镇区单位、企业、小区的停车场进行免费
开放，树立“免费停车场”标牌。并将公共
停车场建设纳入城建规划，彻底解决停车
难问题；该市交警大队、赵李桥派出所针
对街面违停现象，要科学合理设置违停抓
拍时间，既要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又
要满足人民群众安全出行需要。

解决群众难点痛点问题

赤壁市委政法委现场把脉开处方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赤壁增殖放流首批鱼苗
本报讯 通讯员魏保东报道：3月25日，赤壁市在陆

水湖增殖放流首批鱼苗。
在陆水湖泉门码头，工作人员经过对地形和水域的

勘察，确定合理投放位置后，指引增殖放流专用车行驶到
指定地点投放。通过车载鱼箱管道，1.8万余斤的鱼苗被
安全放到陆水湖中。

为维护陆水湖生物资源数量稳定，促进湖区水域生态
环境和水质不断改善，赤壁市委、市政府投入资金59.2万
元，购进约20万尾、规格在0.2—1斤不等的鳙鱼开展增殖放
流。首批增殖放流的鳙鱼在3月25至30日完成投放。

赤壁公安局

入户宣传防范电信诈骗
本报讯 通讯员兰燕报道：近日，赤壁市公安局新店

派出所按照队伍教育整顿“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
动部署，进村入户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遏制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多发、高发势头，帮助辖区群众捂紧钱袋子。

民辅警走进社区街道、商铺学校、田间地头，通过发
放宣传单、讲述身边真实的案例及介绍常见诈骗方法等
方式帮助大家提升识骗防骗能力，发放宣传单11000余
份，辖区反电信诈骗宣传覆盖率达到80﹪以上，活动得
到了群众的好评。

一码在手 医保无忧

赤壁推广使用电子凭证
本报讯 通讯员李晨辉报道：从3月起，赤壁市14

个乡镇（办）及村（社区）陆续开展医保电子凭证推广，将
无卡看病购药结算的便利送往千家万户。

3月23日，在赵李桥镇赵李桥村，赤壁市首场医保电
子凭证推广现场培训在这里开展。该市医保局工作人员
在协助参保人员办理医保电子凭证的同时，为其讲解电
子医保凭证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针对不会操作智能
手机或尚未配备智能手机的老人、小孩等特殊人员，工作
人员积极协助办理医保电子凭证。

为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信息化体系建设水平，
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赤壁市医保局将携手国
家医疗保障局战略合作伙伴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服务商，从3月起，陆续在赤壁市14个乡镇（办）及
村（社区）开展医保电子凭证的推广，加快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使用推进工作，真正做到“一码在手、医保无忧”，为
参保人员提供更方便快捷的医保服务。

茶庵岭镇

演练森林防火应急救援
本报讯 通讯员程辉报道：3月30日，茶庵岭镇组织

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救援演练。镇派出所、安监办、民兵应
急分队等20余人参加了演练活动。

演练前，工作人员首先对扑火队员们进行了业务培
训，对消防车、接力水泵、风力灭火机、油锯等设备的使用
和操作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讲解。

演练过程中，扑火队员们对各类装备都进行了实际
操作。以本次演练为契机，促各部门形成合力，以练促
训，以训促战，提升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核发首张《食品生产许可证》

赤壁食品经营许可再提速
本报讯 通讯员程辉报道：3月31日，赤壁市市场监

管局为赤壁市恒昇科技有限公司颁发了食品类别为茶叶
及相关制品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这是自2021年3月1
日食品生产许可下放至县市后，赤壁市核发的首张许可
证，办理时间从原来的20天提速至6天。

根据湖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调整食品生产许可管
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精神，自2021年3月1日起，赤
壁市市场监管局承接粮食加工品、茶叶及相关制品、蔬菜
制品、水果制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蛋制品、可可及焙
烤咖啡产品等7大类食品类别的食品生产许可工作。

食品生产许可事权下放到县市后，赤壁市市场监管
局按照“接得住、管得好”的要求，迅速启动承接工作，细
化工作举措，明确责任领导，强化业务培训，并及时向企
业发放《受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一次性告知书》，指导企
业申请食品生产许可，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申请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
学习培训，强化对企业的服务指导，严格许可审核程序和
标准，确保工作质量，更好地服务赤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