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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项目建设交出漂亮“成绩单”
新签约、新开工、新投产项目共111个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胡
剑芳、通讯员魏伟报道：3日，咸安区
横沟桥镇祥天空气能一期 5.9兆瓦光
伏发电项目成功合闸并网，标志着我
市光伏新能源项目掀开了新篇章。

据悉，祥天空气能项目涵盖科技
研发、新能源发电、空气储能、电力工
程、机械设备制造等领域。项目占地
面积315亩，总投资7亿元。项目建成
后，年可发电 1130万千瓦时，实现销
售收入50亿元。

此前，咸安区已有江南春竹业、
恒普自动化装备、洪盛科技、鑫辉汽

车模具等一批过亿元项目正式建成
投产……随着一个个新项目的顺利
完工，该区今年新签约、新开工、新投
产固定资产投资额 2000万元以上项
目分别达到 36个、39个和 36个。另
外，还有重点在谈工业项目25个。在
经济下行的形势下，咸安交出了一张
漂亮的“成绩单”。

“项目建设是拉动经济发展的火
车头。”今年初，全区经济工作会将项
目建设定为重要抓手。全区建立“重
大项目直报网”，实行了联审联批，完善
领导分包、分类推进、重大项目联席会

议、重大项目巡回督导和奖惩激励等机
制，为项目推进打通了快速通道。区委
书记谭海华、区长李文波多次深入项目
施工现场，为项目把脉问诊、解决难题，
促进项目高效推进。

该区还成立区委区政府督查专
班，对全部项目至少每月督查一次。
一旦项目出现问题，不管是白天还是
晚上，项目方可以随时将电话打给督

查专班，专班会及时奔赴现场，协调
相关部门解决问题。不能现场解决
的，会下发督查单催办，真正实现全
天候、全方位服务。

同时，该区进一步落实奖励机
制。区财政拿出500多万元对符合奖
励政策的企业兑现奖励，极大鼓励了
企业加大投入、强化创新、做强做优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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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人金身
即将投产
6日，湖北福人金身药业有

限公司技术员在调试生产设备。
该公司位于咸宁高新区，总

投资2.6亿元，是一家以生产中
成药为主的中西药制剂企业。

目前，公司新购国内大型先
进生产设备 60 台（套），已全部
安装完毕，本月底将全面投产，
年可实现产值 3.8 亿元，税收
3000万元。

记者 袁灿
通讯员 骆尧 摄

咸宁市茶树良种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供良种茶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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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2月，十堰市委工作会议
提出“外修生态、内修人文”发展理
念，当年10月召开的市委四届七次全
会正式将“外修生态、内修人文”确立
为重大方略。

今年 6月 6日，十堰市外修生态
内修人文暨县域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市委书记周霁指出，要“外修生态、内
修人文”加快十堰转型跨越发展。

外修生态，强基固本

悠悠汉水，巍巍武当。地处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的十堰，森林
覆盖率达到64.72%，全年空气优良天数
达320天以上，生态环境得天独厚。

“十堰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十堰
的发展要着眼于人、社会与自然的全
面协调。”从“十二五”期间开始，市委、
市政府就提出“生态立市”发展思路，
以生态为导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十堰十宝皮革有限责任公司是
十堰市轻工业中的龙头企业，年产值
达两亿多元，上交利税近 600万元。
2014年，十堰市开展“清水行动”专项

执法检查行动中，该公司污水处理仍
不能稳定达标，被张湾区政府关停。

“环保不达标，资本再雄厚的企
业，我们也不会让它进入十堰。”十堰
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为确保“一库
清水永续北送”，近年来，十堰关停转
产560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减少税
收22亿元。

在对高污染企业紧闭大门的同

时，十堰大力引进“绿色”企业。近几
年来，京津冀等地大批生物医药、绿
色能源、新材料和现代物流等产业聚
集十堰，促使十堰高新技术企业总数
达 120多家。目前，全市单位GDP能
耗及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
单位GDP能耗等指标下降率均居湖
北省第一，工业利润增幅全省第一。

（下转第六版）

十堰：“内外兼修”促转型
荆楚行记者 李德荣 全正 周娜 刘望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和 5月 25日颁布实施
的《统战工作条例》是指导新时期统一
战线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
形势下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
担当自觉，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统战工作条例》抓严抓实，为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咸宁实施凝聚强
大正能量。

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和《统战工作
条例》关于统一战线地位作用的新论
断，努力提升统战工作第一责任人的
履责水平。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
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
题。总书记讲话和《统战工作条例》指
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
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

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
宝。这是党中央立足大局、把握规律、
直面问题作出的科学论断，体现了高
度的历史继承性和现实针对性，把统
一战线的地位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虽然新形势下党的历史方
位、面临形势、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
变化，但越是任务重，越要壮大共同奋
斗的力量；越是变化大，越要把统一战
线发展好。作为一级党委主要负责
人，必须把统战工作“第一责任”扛在
肩上，推动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统
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
大统战工作格局，在改革发展稳定大
局中彰显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推动

统一战线更好地服务改革大局。改革
开放以来，人们思想观念的独立性、差
异性、多样性、多变性明显增强，巩固
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尤为重要。统一战
线建立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之上，在
凝聚改革最大公约数、汇聚发展正能
量上责任重大。推动统一战线更好地
服务发展大局。推动发展，离不开统
一战线广大成员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创
造。必须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桥梁纽
带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谋发展
机遇，共拓发展优势，让一切创造动
力、创新活力全面迸发。推动统一战
线更好地服务稳定大局。统一战线是
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
会和谐的重要力量。维护稳定，离不
开统一战线发挥理顺情绪、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保障安全的特殊作用。推

动统一战线更好地服务祖国和平统一
大局。祖国和平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
的共同意愿，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充
分发挥统一战线在争取港澳台海外同
胞人心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构建更加稳固的基础。

深刻领会总书记讲话和《统战工作
条例》关于统一战线及其各领域工作方
针政策、系统举措的新阐述，努力提升
统战工作的制度化水平。总书记讲话
和《统战工作条例》立足“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
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坚持正确处理一
致性和多样性关系的方针，将长期以来
统战工作实践经验上升为政策规定，明
确了统一战线应该坚持什么、发展什么、
完善什么和防止什么。（下转第二版）

以总书记讲话和《统战工作条例》统领统战工作
李建明

一个个新建的文化广场活跃着村
民欢快的身影，一支支文体队伍唱红
村组、社区，一组组文化墙张贴着十星
级文明户的笑靥……

寒冬季节，记者在通城乡村、社区
采访，感受到“一五一十”工程建设的
火热场景。

文化广场搭建大舞台

入夜，华灯初上。隽水镇油坊村
文化广场人头攒动，有的跳广场舞，有
的唱花鼓戏，还有的打太极拳……2
组老党员张规乐边哼唱边拍手叫好：

“村里有了文化广场，大伙有了找乐子
的好去处，过上‘神仙日子’了。”

与张规乐同“乐”的，还有全县167
个村（社区）的 30多万村民群众。他
们能过上“神仙日子”，全得力于“一五
一十”工程。

去年以来，通城县委、县政府按照
“政府搭台、部门组织、社会参与”的原
则，整合各方力量，全力推进“一五一
十”工程。县委书记、县长亲自挂帅，
四大家领导全体上阵，一个村一名领
导包保，一个专班入驻，一笔专项资金
保障，实施一批示范工程。各乡镇党
委书记结对包保，自筹财务物力，高标
准、高质量抓好一个村的工程建设。
宣传部门挖掘瑶族、佛教黄龙宗等地
域特色文化，传承拍打舞、提琴戏、花
鼓戏、赛公锣鼓等民俗精品，给“一五
一十”工程注入“通城元素”。

目前，全县有 167个村（社区）完
成“一五一十”工程建设，覆盖率达
90%，其中有 124个村（社区）新建了

“1000平米以上、水泥硬化”村级文化
广场。每个村建有文体活动场所，配
备音响、照明、篮球架、乒乓球桌和健
身器材，设立文化宣传墙、农家书屋、
电子阅览室、广播室等设施，村民足不
出村可享受文化大餐。

文化活动引领新风尚

唢呐吹红村民好日子，拍打舞跳出山村新生活。
每天，大坪乡栗坪村瑶文化广场上，20名身着艳丽瑶民服装的

村民欢快地跳着拍打舞，七乡八里的“乡亲啦啦队”轮番助阵，还吸引
了邻省邻县的游客前来观摩，形成一股“最炫乡村文化风”。

“有了文化广场，还得组建一支文体队伍，发展一批文化中心户，
这样‘一五一十’工程才能在乡村社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吴自强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通城注重建立文艺人才培养机制，培育民间文化带头
人和文艺骨干，引导退休教师、志愿服务者、农村党员、退伍军人积极
参与“一五一十”工程。

“从前，村里的文化生活单调，群众吃了饭，就聚在一起打牌买
码，如今村里组建了一支文体队伍，大家聚在一起唱唱跳跳，既锻炼
了身体，又增进了感情……”北港镇方段村原村支书胡圣龙退休后，
组建太极拳队。目前，仅该镇就有3支民间文艺队伍，吸引了200多
名农民加入。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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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0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
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
见》，促进驾驶培训市场开放竞争、
驾驶考试公平公正、服务管理便捷
高效，不断提高驾驶培训考试质
量。

《意见》提出，推进驾驶人培训
考试制度改革，要坚持安全第一、
便民利民、开放竞争、公正廉洁的
基本原则。2016年上半年部署改

革工作，启动重大改革事项试点；
2017 年深入推进改革实施；2018
年，完成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基本
建立开放有序、公平竞争、服务优
质、管理规范的驾驶培训市场体
系，基本建立公开透明、权责清晰、
运转高效、公正廉洁的驾驶考试管
理体制，基本解决培训考试中的不
便利、不规范、不经济等问题。

《意见》明确了 6个方面的任
务：一是创新培训方式，建立开放
有序培训新格局。在有条件的地

方，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
人自学直考。二是加强培训管理，
促进驾驶培训行业健康发展。三
是利用社会资源，提高考试供给能
力。四是改进考试组织，保障考试公
开公平公正。五是严格监督问责，保
证培训考试规范廉洁。六是提升服
务水平，便利群众学驾领证。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意见》

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改革

本报讯 通讯员焦元德、周
汉超报道：穷在库边有人扶，住
在房危有人帮，真是遇上了党的
好政策啊！”近日，通山县大畈镇
和平村村民徐臣信激动地说。

和平村是富水库区的重点
后靠移民贫困村，因多数村湾前
临库水、后靠山崖，受生存空间
制约，群众脱贫致富尤为困难，
至今还有不少村民居住的是土
坯房。

徐臣信就是该村礼湖湾 20
多家危房户之一，也是该县实施

“避险解困”工程重点帮扶对
象。在政府的扶持下，他家建起
80平方米的新房，目前正在粉
刷装修，年前可搬迁入居。

据了解，截止目前，该县已
实施3个“避险解困”试点乡镇、
12个移民安置试点村，已改造
危房3883户、15579个移民群众
搬迁新居。

通山实施“避险解困”工程
近4千移民户搬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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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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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规下的驾车新常态
（详见第四版）

倔强的“姐姐校长”
（详见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