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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年春节，我们家添了位特殊的成
员，来自意大利的米奇（michi）。他在
广州一所中学读书，与亲友一道到咸宁
过了一个新鲜而美好的中国传统节日。

初见米奇时，他有些羞涩，只会用
蹩脚的中文跟我们道“你好”。直到我
们这群与他年纪相仿的晚辈纷纷主动
与他合影、交谈后，他才渐渐敞开心扉。

春节和意大利的圣诞节一样，是一
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米奇表示，与意大
利不同的是：在这里，家的味道更浓郁。

大年三十当天，家里的亲戚全部到
齐，四代老小，汇聚一堂，其乐融融。为
了让米奇更加融入我们，家里的长辈都
学着用英语与他简单的交流，一些长辈
的中国式英文逗得全家仰俯大笑，气氛

高涨。
看到大人们在擀饺子皮，准备包饺

子，米奇也有心学艺，尚不熟练的他，弄
得满脸白面。米奇说，在意大利，平常
都是吃的披萨、肉食，较少吃面粉类食
物，这次来到中国，一定得把饺子、汤圆
吃个够。

米奇告诉我们，自己已来中国半

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特别感兴趣。
看到临近春节，家家户户外面都贴春
联、挂灯笼，在自己的国家从来没有
过。“以前我不知道春联上的字和图
案都代表什么，现在我知道了，这是代
表‘吉祥’和‘祝福’。”

“让国际友人感受咱们咸宁人过年
的传统，也是宣扬咱们中国文化。”家里
的长辈们如是说。

洋人过羊年
记者 吴晓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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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常态 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程慧、特约
记者刘建平、通讯员卢华、吴
迪、皮江星报道：2月28日，通城
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提出以
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坚定绿色发展，在推进小康
通城建设中实现绿色崛起。

通城确定今年经济发展目
标：力争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3%。

围绕绿色崛起，该县将重
点推动倍增工程实施，实现涂
附磨具、电子信息向40亿元，陶
瓷建材、食品饮品向20亿元，医
药物流向 10 亿元产业目标迈
进；深入实施小微企业成长工
程，发展产业联盟，建立行业协
会，扎实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
问题；积极推行主题招商、产业

链招商等招商引资工程，引导
外部资本参与该县产业转型升
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围绕三年 18万亩绿化规划
目标，该县将以油茶为重点，以
连片基地为方向，加快推进武
深高速、杭瑞高速连接线、106
国道等主干道景观带建设，加
快推进四大水系、六大水库等
保护林和水源涵养林建设，推
进集镇村庄绿色全覆盖，深入
实施绿满鄂南行动，壮大特色
板块，建设美丽通城。

同时，该县积极推动发展
规划向中心镇扩展，主导产业
向中心镇辐射，公共服务向中
心镇延伸，在城乡一体中实现
同频发展；坚持兴业强镇，发挥
经济开发区龙头带动作用，在
产城融合中实现同步崛起。

壮大产业 凸显特色 全域规划

通城推进绿色崛起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
讯员胡达利报道：3日，我市联
合武汉市组织开展了“铁腕治
砂清江清河”专项整治活动。

本次行动时间为3月2日早
10点至3月3日晚10点，整治活
动进一步强化河道采砂许可和
采砂现场监管，形成政府主导、
水利牵头、部门协作、齐抓共管
的河道采砂管理工作机制，确
保境内江河水畅河清堤固。

当日，在省督导组的统一
指挥下，咸宁市与武汉市形成
上下游夹击之势，对两市境内
江段进行巡查。我市集合嘉鱼
县、赤壁市执法力量，沿赤壁市

黄盖湖铁山嘴至下游嘉鱼县簰
洲湾，对长江咸宁全段139.29公
里进行拉网式巡查，巡查各类
许可采砂现场监管情况、各类
采砂船舶非法采砂或移动、停
靠情况。

当天上午 12时许，行动小
组在嘉鱼簰洲湾清水闸水域查
获一艘满载江砂的安徽籍“金
锚 368号”非法采砂船，当即扣
押至深水码头,同时移交嘉鱼县
水利局全权处理。

据悉，近几年，我市始终坚
持高压严管和“铁腕治砂”，连
续两年获得省级专项考核优秀
等次。

我市联合武汉开展专项整治

铁腕治砂清江清河

本报讯 记者闻期骏报道：3 至 4
日，副省长梁惠玲率调研组到崇阳县、赤
壁市调研时强调，发展库区经济，加强
民生保障。市委书记任振鹤、市领导陈
树林、闫英姿陪同。

梁惠玲一行先后前往崇阳县、赤壁
市，了解白霓镇浪口村、柳山湖镇易家堤
村移民生产生活和移民安置新居建设和
运行情况，察看了两地果蔬培育基地、帮
扶项目以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

崇阳县白霓镇浪口村，是陆水水库移
民集中安置村。目前，88套二层半徽派小
洋楼已于去年 10月完工，正组织搬迁户
装修入住。梁惠玲对安置点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落实到位，并将依托三特旅游景
区，帮助村民实现脱贫致富的作法给予肯
定。她说，各地各部门要共同探索如何让
移民更好致富，要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优先安排移民就近就业，通过各项专
业培训，提高移民就业技能和竞争力。与
此同时，还要鼓励移民自主创业，有条件
的村组更要发挥好闲置集体资产作用，帮
助贫困户、特殊困难群体，让移民安置没
有后顾之忧。

梁惠玲一行还察看了崇阳县青山白
茶示范区、赤壁市柳山湖镇农业科技示范
园、羊楼洞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项
目，就园区建设、运作模式、发展需求进行
了解，强调各地要着力构建农产品加工产
业链，鼓励企业结合相关政策，建好原材
料基地。相关农业部门要严把农产品源
头关，加强农产品监管，保障舌尖上的安
全，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梁惠玲还深入崇阳县中医院和人民
医院，走访了各医院信访室、信息中心及
群众服务窗口。她指出，要深化医院管
理体制改革，优化医疗资源配置，落实公
共卫生服务，通过加强医院精细化管理，
提升公立医院的医技水平、服务质量和
运行效率，努力构建人民满意的医疗卫
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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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世聪、通讯员程
良万、焦阳报道：4日，记者走进通山
经济开发区内的水晶工业园，在通山
德福水晶饰品有限公司内，工人们在
操作机械，将一车车石英砂运送至火
炉内。

“为了赶制订单，我们过年都没
有放假，第二季度将扩大生产线，新
上马 3 台熔炉。”公司负责人王正晶
说。

水晶工业园项目是该县去年主

打的工业新名片，总投资 4.3亿元，经
过一年的赶工建设，现已完成土地收
储 1500亩，新增落户企业共 25家，其
中12家动工建设，10家建成厂房，3家
点火生产。春节以来，不少企业提前
开工建设，园区内处处都是修建厂
房、赶工生产的场景。

在回归产业园玉龙机械有限公
司，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忙着机械打
磨、切割、焊接。现场火花四溅，机声
轰鸣。公司经理许玉囯说，年前公司

还有价值 200多万元的订单任务，正
月初八公司全部员工都上班，早开工
早生产，保持满负荷生产，夺取新年
首季“开门红”。

去年来，该县将低碳产业园、回
归工业园、水晶工业园、新石材工业
园4个产值过20亿元、税收过2000万
元的工业园区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使
之成为新兴产业聚集地和县域经济
的新引擎。

为此，该县投资 1.5 亿元启动四

大园区内 7条道路建设，重点抓好园
区土地收储平整、污水垃圾处理、绿
化美化亮化工程；严格执行“全程代
办、费用包干、一表制收费、一站式办
理”，打通了四大园区“服务绿色通
道”，并在企业用地、融资、招工等方
面提供优质服务。

目前，该县四大园区工业企业生
产态势良好，复工率达到90%以上，元
至 2月，四大园区预计完成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3亿元，同比增长7.8%。

通山抢抓项目开好局
元至2月完成工业增加值3亿元

本报讯 记者王凡、特约记者汪淑
琴报道：2日，在崇阳经济开发区铭达
塑胶公司车间内，所有的生产线全部
启动。

“公司集产品开发设计、模具制
造，生产以及销售于一体的全方位塑
胶包装容器生产厂家，总投资 1.2亿

元，产品出口多个国家，正月初六全
线复工。”公司负责人介绍。

和铭达一样，作为崇阳本土医疗
企业龙头，稳健公司用于生产医用卫
生材料和敷料的各条生产线上，工人
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一派热火朝天的
场景。投资 6000万元的稳健四期工

程正在加紧建设，今年6月新的“综合
手术包”生产线建成投产。

自正月初六以来，崇阳经济开发
区企业陆续复工，开足马力生产，力
争首季“开门红”。目前，园区规模以
上企业 77家、中小企业 100多家全线
开工，步入满负荷生产状态。

近年来，该县着力做大做强产业
集群，做长做特产业链条，支持企业
技改扩能，壮大发展，做美工业生态，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
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信息化、智能化
服务，全县工业经济呈现加速发展势
头。

崇阳工业经济加速跑
77家规模以上企业开工

绿满青山
2 月底，崇阳青山镇磨刀村村民

在栽种桂花树。1 月初开始，该村在
村组公路两侧、主要河堤（渠）和居民
区种树，共植树3000多棵。

据悉，青山镇规划从今年开始，用
三年时间实施“绿满鄂南 灵秀青山”
行动，大力开展城乡绿化，继续扩大森
林、湿地面积和物种资源总量，力争全
镇森林覆盖率达到78%。

记 者 陈红菊
通讯员 王芳芳 刘旺云 摄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京开幕 （见六版）

据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GDP增长
7%左右。这一数字较去年下调了
0.5 个百分点，也是 2004 以来最低
的预期目标。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5日在
谈到今年经济走势时说，“压力不
小、利好不少、信心不减”，并表示
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 7％
左右，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的，
有信心取得更好的结果。

徐绍史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
上做上述表示的。

他说，这个目标充分考虑了我
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充分
考虑了稳定经济增长和推进结构
调整的双重需要，也充分考虑了就
业、收入等民生要求。而且确定
7％左右也符合我国经济中长期发
展的规律，同时与完成“十二五”规
划所确定的目标也是相衔接的。

“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比较
大。”徐绍史说，今年外需不可能有

很大改善，消费应该有平稳增长，
投资可能还会缓慢调整。增长动
能的转变，正处在青黄不接的过程
中，环境制约持续强化，房地产、财
政、金融、企业等方面的潜在风险
也不容忽视。

他同时指出，经济发展的有利
条件也不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将不断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和经
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依法治国还会
为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
创新驱动会孕育新的增长动力。

压力不小 利好不少 信心不减

我国今年GDP增长7%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