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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功频、
日华报道：“今年年底，孩子们就可以
在新教学楼上课了！”10月 27日，看着
新建综合教学主体完工，崇阳县石城
镇桂口小学教师邓慧满脸喜悦。

年初，该县将“5年规划安排资金
24395万元，实施改薄工程，拟对146所

义务教育薄弱学校进行建设，其中校
舍建设投入（含运动场地和附属设施）
19625万元，设施设备购置4770万元。”
列入政府十件实事，以此统筹城乡义
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省改薄办已批复第一批‘全面改
薄’资金2728 万元，其中校舍建设2324

万元，批复校舍建设项目33个，设施设
备购置404万元，农村薄弱地区办学条
件整体提升。”县教育局局长龙志凡介
绍，“改薄”指改造农村义务教育薄弱
学校，年底将完成县政府定下的目标。

变化是实实在在的。“连续 3年生
源流失的村小学，9月首次出现学生回

流，10多个因条件艰苦转学的孩子又
回到了教室。”村民们感叹。

目前，第一批 33个全面改薄土建
项目中，肖岭小学教学楼、食堂，高枧
中山小学教学楼等 17 个项目已经竣
工，竣工校舍面积7323平方米，完成投
资1200万元。

5年规划安排资金24395万元

崇阳146所学校将改善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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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园区百家企业，一个企业8

项专利，一个车间近40亩
——诠释发展“加速度”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实在难以相
信，在乡镇竟然会出现一个占地40亩、
足足26000多平方米的车间。

这个“巨无霸”的车间，座落在咸
安区官埠桥镇张公工业园内，是一家
名为官埠纱业的的环绽纺车间。

车间里井然有序，在纺织女工娴
熟的操作下，洁白的丝线从一台台纺
机中不断流出。

“这只是一期工程，投资1.2亿元，年
产值3000多万元。如果工程全部建成，投
资可达6个多亿。”10月15日，陪同采访
的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方传志介绍。

三鼎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
级的高新技术企业，车间面积也有上
万平方米。在这里，除了生产线，还有
一个产品展示台，20多种大小不一的
机电产品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并展示
着不菲的“身价”——其中 8种产品拥
有国家专利。

“我们的主打产品是立体车库制动
电机，目前国内尚无第二家生产企业。
去年9月，国家工信部批准在我公司成
立此类产品的国家标准筹备小组，3年
后，这里将走出一个‘国家标准’。”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熊俊向记者介绍。

沿着宽阔的发展大道，记者先后
走进一字排开的长明玻璃、万润光电
等企业，到处是一片红红火火的建设
和生产场面。

目前，官埠桥镇拥有3个工业园区
——回归工业园、渡船工业小区、张公
工业园，99 家企业，规模以上企业 22
家。前两个工业园已经发展满园。为
打造新的增长极，2012年开始筹建咸
安经济开发区张公工业园，至今年，占
地 380亩的一期基本建成，入园企业 6
家，5家建成投产，1家年底建成投产。
二期征地500亩，签约企业8家，4家开
工。最快的一家企业，从筹备到投产，
只花了3个月。

今年上半年，全镇工业产值 20亿
元，招商引资项目 13个，总投资 5.8亿
元。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如此的发
展规模与发展速度，在全市拉练检查
中被市区领导称之为“官埠速度”。

一种重商亲商理念，一种呵护倍
至情怀，一方创新置业宝地

——演绎园区“凤引凰”

在官埠桥镇工业园采访，一“大”
一“小”两种印象让记者感受深刻。

“大”是规模大、气魄大。张公工
业园占地近千亩，规模宏大，气魄不
凡，在我市乡镇中少见。一头牵着高
速连接线、一头连着梓山湖大道的发
展大道，平直宽阔，足有6车道。

“小”是企业多、占地少。一家紧
挨一家，车间、办公室、员工宿舍，一
期、二期，布局满满当当，哪怕投资几
个亿，占地也不过30来亩。

“我们引进项目不盲目求大，不要
假大空。但一旦引进来了，就不能让
企业为琐事操心，使其放开手脚、放心
发展。”镇党委书记王煜说，我们建设
园区发展工业，靠的就是好的口碑。

官埠桥 80%的土地已列入市区发
展规划，可谓寸土寸金，工业用地严格
按政策统一定价，不打折扣；且企业签
约必须交纳数额不小的保证金，确保
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在人人求招商
拼项目的时代，条件可谓“苛刻”。然
而，令人意外的是，客商通过口口相
传，依然纷至沓来。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程仁报道：由国家农业部支
持，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武汉
市人民政府、湖北省农业厅承
办的第十二届中国武汉农业博
览会10月30日至11月2日在武
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

我市精心组织了 38家农业
龙头企业参加此次农博会，现
场展区面积 253平方米，现场展
出 200余种产品，现场销售收入
220余万元；本次展出的产品不
仅囊括了往届的茶叶、桂花、小
麻花等优势系列，还新增了有

机蔬菜、野珍山鸡和紫薯饮料
等特色农产品，层次丰富，特色
突出，琳琅满目，鱼圆、紫苏酱
等产品备受消费者亲睐。此届
武汉农博会咸宁参展产品中，
共获得9个“金奖农产品”和2个

“畅销农产品”奖项。
本届农博会以“品牌创新·

绿色发展”为主题，充分展示
“十二五”农业发展成就、展示
农业品牌打造、展示新的农业
生产方式；全面展示全省现代
农业发展新成果，大力推广农
业科技，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

十二届中国武汉农博会上

我市9个农产品获金奖

本报讯 记者杜先龙、甘青、特约记者
陈卫民、李江湖报道：“宁愿少赚钱，也要把
工厂建在通山。”10月28日，深圳星火原光
电公司老板吴风燎对记者说。

为什么？吴风燎说，通山领导干部真
诚待人，真心干事。

这里面有故事。吴风燎是通山走出去
的老板，2013年他打算在武汉投资建厂。

获得这个信息后，通山县委书记杜文
清立即带队赶赴深圳，找到吴风燎做工作，
动员他把项目落户到家乡。

吴风燎为难了。之前他考察过，跟武汉
比，到通山投资办厂要增加成本数百万元。

就在吴风燎举棋不定之际，杜文清先
后5次登门拜访。县招商局局长程景家几
乎每天一个电话，嘘寒问暖。

真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吴风燎动
心了。就在今年，星火原光电在通山投资
上亿元，生产光电遥控器。

作为省级山区贫困县，通山如何提升
招商引资竞争力？

“真诚是我们招商引资的核心竞争力，
这是无法引进的，也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程景家说。

通山浦阳水晶工贸有限公司老板钟勇
进说，来通山投资，既看中当地石材资源，
更看重当地领导干部的真诚。

来通山投资前，浙商钟勇进先后在江
西修水等地考察了半年，并已达成初步意
向。这时，通山招商局主动找到他，表达招
商意愿。去年6月，他决定到通山看看。

县长胡娟了解此事后，说：那我到高速
路口去迎接客商。

那天骄阳似火。钟勇进的车子在高速
公路上跑错了出口。这一出错，就折腾了
一个多小时。而胡娟顶着烈日，在高速路
口耐心等待了一个多小时。

说起这件事，钟勇进至今仍然感动不
已。他说，通山的领导干部确实是想干一
番事业。从此，他坚定了在通山投资办厂
的决心。

目前，通山工业园区引进浙江浦江水
晶生产企业23家，总投资4.3亿元。

广东东莞瑞科鞋业到通山办厂时，总经理袁红卫提出条件：工厂
要在20天内投入生产。当时，负责招商的干部满口答应“没问题”。

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县招商部门迅速行动，从租赁厂房到维
修厂房，前后仅用了5天时间。袁红卫得知可以搬迁生产线时，第一
反应是“不可能”。当看到修缮一新的厂房时，袁红卫吃了“定心
丸”，当场签约。

县招商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元至9月，全县共引进项目70个，到
位资金108.71亿元，均创历年同期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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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发展“加速度” 演绎园区“凤引凰” 恰似企业“及时雨”

工业崛起的官埠桥实践
记者 刘国华 饶敏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刘振华

本报讯 记者徐世聪、通讯员曹杰
报道：4日，全市精准扶贫工作培训会
在通山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省委省政
府关于精准扶贫相关会议精神，推进全
市精准扶贫工作向纵深发展。市委副
书记陈树林、副市长闫英姿出席会议。

陈树林指出，精准扶贫工作任务艰
巨、使命光荣，要精准统一工作思想，解
读、落实好中央、省、市关于脱贫政策精
神。各级政府要将精准扶贫工作摆在
重要位置，列为中心任务，强势推进；要
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摸清底数和致贫原
因；扶贫措施要精准有效，解决贫困人
口的发展问题，扶贫产业要选准，做到
长短结合、以短养长。

陈树林强调，扶贫项目、扶贫信息

要精准入库，扶贫资金要精准统筹，将
扶贫资金管好、用好、用出效益。各县
市区政府要做好扶贫资金对接，策划
好扶贫项目；驻村入户要精准覆盖，各
驻村工作队要切实做好入户走访，驻
村干部纪律要严、作风要实、杜绝走读
现象；工作责任要精准上肩，工作队要
跟踪服务，解决贫困人口生产生活难
题和基层党组织涣散等问题，加强精
神文明建设；扶贫宣传工作要精准到
位，要综合利用黑板报、横幅、标语等
手段，组织好扶贫工作宣传；扶贫成效
要精准检测，动态监管、跟踪考评，要
对扶贫干部、乡镇、村组干部加强业务
培训，将“精准扶贫、不落一人”战略做
实做深。

陈树林在全市精准扶贫工作培训会上要求

纪律要严 作风要实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市政协主席胡建华率市直有关部门负
责人深入通山县通羊镇泉港村调研精
准扶贫工作。

泉港村位于通羊镇西面，地处偏
僻，居住分散，自然条件恶劣。全村 11
个生产小组，总人口1709人、428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62户 232人。2014
年人均纯收入 3670 元，被列入“十三
五”通山县重点贫困村。

泉港村九组村民许善智在煤矿意
外事故中造成下肢残疾，无劳动能力，
一家人靠低保维持生活；八组村民许
扬权及妻子因病无劳动能力，目前居
住在危房之中。胡建华上门走访慰
问，并叮嘱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同心同

德落实中央政策，按照“精准扶贫”的
要求，细化结对帮扶、产业扶持、教育
培训、农村危房改造等措施，依托生态
优势，认真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切合实
际的扶贫措施。

在听取村及市扶贫工作队情况汇
报后，胡建华指出，精准扶贫工作是新
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同步
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举措，是拔穷根、
促发展、惠民生的根本之策。要认真贯
彻执行党中央“精准扶贫”指示精神，按
照省、市委驻村帮扶部署要求，坚持科
学扶贫和精准扶贫相结合，切切实实担
当起责任，尽心尽力履行好职责，力争
泉港村精准扶贫工作在通山当好示范，
带头脱贫。

胡建华赴通山县泉港村调研精准扶贫工作时要求

当好示范 带头脱贫

大修水利大修水利
10 月 23 日，咸安区横沟

桥镇组织劳力对杨畈河进行
除险加固。

连日来，咸安区利用当前
晴好天气，重点对水库、河
堤、湖堤进行除险加固，全面
提高防洪灌溉能力。据介
绍，今冬明春，该区千方百计
筹资2.81亿元，开工各类水利
工程 1092 处，确保春汛前全
面完成建设任务。

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记者吴晓莹报道：
目前国内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
乐园——咸宁冰雪王国将于 8
日开园。昨日，记者前往探访。

在咸宁冰雪王国项目现
场，来自上海申沪冰雕团队的
技师们正忙着进行最后的收尾
工作和调试灯光，迪斯尼迷宫、
马达加斯加动物乐园、白雪公
主婚礼广场、北极雪乡小镇、冰
上急速滑道等主题建筑均已完
工，在灯光的映衬下更加浪漫
迷人。

为丰富咸宁旅游市场，今
年咸宁旅游新城引进湖北冰泉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 8000
万元打造咸宁冰雪王国项目。
该项目以冰雪娱乐体验为主，
设置有迪斯尼迷宫、马达加斯
加动物乐园、白雪公主婚礼广
场等十大主题园区。

据了解，该项目采用现代
制冷、声、光、电技术，将自然风
光、神话传说、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和审美艺术完美融合，集
观赏、体验、互动于一体。

国内最大冰雪主题乐园

咸宁冰雪王国8日迎宾

以茶为媒 发展共赢

国际茶业大会媒体互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报道：昨

日，2015国际茶业大会媒体互动会
在赤壁举行，向各大媒体介绍国际
茶业大会和第三届中国有机农产
品展销会暨中国青（米）砖茶交易
会有关情况。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副
会长于露，全国商业规划管理办公
室主任、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
理联合会会长宣春雷，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庆，市委副书

记、市长丁小强等出席媒体互动
会。来自新华社、人民网、中国经
济网、湖北日报等30多家媒体70多
名记者参加了媒体互动会。

丁小强在互动会上说，2015国
际茶业大会是茶界的一大盛事，更
是咸宁的一大喜事。咸宁种茶历
史悠久，茶文化源远流长，最具魅
力的是青砖茶。1736年，中国第一
块砖茶就诞生于赤壁市羊楼洞。
现在，咸宁正在大力发展茶产业，

注重深加工，挖掘茶文化，全力打
造百亿茶产业，重振中俄万里茶道
雄风。举办2015年国际茶业大会，
对推动咸宁对外开放，加快咸宁融
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本次大会以“一带一路
互联 万里茶道共赢”为主题，将对
咸宁、全省乃至全国茶业发展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作为东道主，咸宁
将不遗余力，将本次大会办成一次
圆满、精彩的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