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何泽平、陈新、黄柱、
特约记者彭志刚、童金健报道：元至4月，
赤壁市相继组织重点项目“开工周”、“开
工月”、“衔接月”活动，维达力电子玻璃产
业化基地、华舟重工二期及配套产业园、
中美百瀚等28个亿元项目相继实施，完
成投资47.46亿元，同比增长19.9%。

包括这些项目在内，赤壁今年新建、
续建和策划重点项目137个，总投资逾
700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82.63亿元。

大项目大投资的骄人业绩，得益于
赤壁市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借力开拓新
兴市场，推进绿色融合发展，奏响转型
发展、绿色崛起三部曲。

改造升级，是传统产业企业获得

“新生”的必经之路。该市大力实施工
业崛起六大工程，通过“515”产值倍增
税收培植、中小企业成长、困难企业盘
活、企业家成长、招商引资、项目落地投
产，引导传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升
级、管理创新，鼓励通过资产重组、产权
转让、股份合作等方式加快对接资本市
场，积极支持长城炭素、人福康华、帅力化
工等一批传统企业技术改造、产品升级，
推动机械制造与华舟重工深度合作。

经济新常态下，赤壁依托资源优势
开拓新兴市场，全力打造中国绿色生态
产业展览交易基地、中部地区应急（安
全）产业集群基地、华中地区现代物流
基地、华中地区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去

年11月，赤壁成功举办2015国际茶业
大会，中俄万里茶道源头羊楼洞发展实
验区启动。今年以来，中部地区安全
（应急）产业集群基地加快建设，总投资
15亿元的华舟重工产业园一期即将投
产。2月，赤壁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名单，古战场景区5A创建已经通
过了国家旅游局景观价值评定。3月，投
资30亿元的赤壁长江公路大桥已完成
招标，随着节堤航电、望山码头等相关
陆水航运项目的建成，赤壁经济从陆水
湖走向深海的梦想触手可及。

同时，该市大力推进融合发展，实
现产业互融、城乡一体。以构建宜居宜
业宜游一体化发展格局为目标，着力推

动商贸、旅游、文化与城乡建设的深度
融合。赤壁图书馆、西湖国际广场、国
贸中心、赤壁印象“十五镇”等一批公共
文化基础设施和城市综合体相继开建
和建成，产城一体雏形显现。在全市范
围内选定35个试点村开展美丽乡村建
设，重点突出主导产业的培植，双丘村
重点打造竹产业支柱支撑，羊楼洞社区
借力明清古街旅游资源开发，丛林村利
用绿态果业水果基地发展乡村旅游。茶
庵岭镇羊楼洞茶生态文化产业园以“茶
叶生产制造与研发基地”为主的一期项
目已经落成。这里既是茶叶生产加工厂
区，也是探究文化、旅游考察的理想选
项，更是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缩影。

改造传统产业 开拓新兴市场 推进融合发展

赤壁奏响转型发展三部曲

筑梦“十三五” 建设新咸宁

推广生物防治
9日，赤壁市车埠镇毕家村4组，村

民孙元明正在自家早稻田里查看诱捕
器效果。

据了解，车埠镇是该市粮食主产区
之一，为推广生物防治，减少化学农药
用药量，车埠镇今年在农技部门的帮助
下，示范推广生物防虫诱捕器200余个，
明年将大面积使用生物防治方式。

记 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 讯 员 何红宇 摄

践行发展新理念
谱写赤壁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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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荆楚行

扶贫战鼓催人急
地处江汉平原腹地的潜江市，属于插

花贫困地区，有竹根滩镇、杨市办事处、渔
洋镇3个省定贫困镇，老新镇、龙湾镇、熊
口镇3个重点老区镇。2014年底，建档立
卡贫困村51个，贫困人口64052人。

潜江将精准扶贫作为市委市政府第

一战略要务，提出了“到2017年底，51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64052 人全部脱贫，
2018年至2019年全面巩固提高，2020
年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市扶贫攻
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俊介绍。

战鼓声声催人急。全市迅速成立了市
镇村三级扶贫攻坚小组，确定市“四大家”领

导每人联系1至4个贫困村。市委在市直各
部门组建专班，向51个贫困村选派“第一书
记”和工作队，市、镇、村三级党员干部与贫困
户实行“一对一”结对帮扶，全市共组建工作
队287个，驻村干部人数860人。

“第一次到村里，通过挨家挨户的走访
和座谈，我们切实了解到村里虽然基础条件

比较差，可很多贫困户并不甘于贫困，他
们迫切想要得到帮助与支持，给他们的
生活带来新变化。”市招商处黄脑村扶贫
工作组陈华说出了初到黄脑的感受。

像陈华一样，带着这份沉甸甸的责
任，更带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全市所有
的驻村干部马不停蹄奔走在村头、农家、
田间。 （下转第二版）

潜江:特色产业担当扶贫先锋
荆楚行记者 刘同斌 成妍 李伟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皮道琦
报道：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建明、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到嘉
鱼县专题调研长江大保护工作，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
展专题调研座谈会要求，研究我市长江
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措施，强调
要保护长江母亲河，实现绿色新发展。

今年年初，武汉新港潘湾工业园污
水处理厂一期工程竣工，上月底正式投
入使用。李建明、丁小强察看了污水处
理厂气浮池，向工业园负责人详细了解
园区准入门槛、污水处理方式、达标排放
标准等情况。在污染源在线监测室，李

建明仔细询问监测流程，叮嘱要勇担社
会责任，继续抓好实时监控和达标排
放。李建明、丁小强还实地调研工业园
污水处理厂排江管网。

为确保县城群众饮水安全，嘉鱼县
在长江石矶头水厂原取水口处下游40米
处新增11万m3/d备用取水设施——浮
坞。李建明、丁小强登上取水浮坞，察看
了设备运行情况。他强调，饮用水源涉
及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绝对不能丝毫
含糊，要确保饮用水源百分之百安全。

在座谈听取市直相关部门和嘉鱼
县、赤壁市负责人的汇报后，李建明指
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
经济带保护开发的系列讲话精神，以此
来统一思想，指导工作。今年1月在重庆

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总书
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
为我们提供了基本遵循。全市上下要把
保护长江推动绿色发展作为自觉行动，
来倒逼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

李建明要求，要突出工作重点，在
“共抓大保护”上主动下功夫。要把长江
母亲河的保护作为天然的责任和使命，
当作自己的事，真心抓、真心管、真心
治。要持续抓好“三非三水”治理，综合
治理非煤矿山、治理长江干线非法码
头、肃清非法采砂行为，抓好工业污水、
农村面源污染污水、生活污水源头治
理。要站在建设国际生态城市，打造中
国中部绿心的高度，以更加自觉坚定的

态度，切实加大对长江的保护力度。与
此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产业布局和产
业调整，严把环保门槛关，大力推进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端产业和新业态，坚决不
上高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宁可发展稍微
慢一点，也要做到高质量发展。

李建明强调，要加强领导，强化责
任。要充分认识当前长江生态保护形势
的严峻性、紧迫性，把长江大保护作为生
态保护战略性重点，把长江大保护工作
纳入到年度重要考核中来，纳入到问责
追责重要范围中来。切实落实各级党委
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在继续做好细致
工作的同时，推动沿江生态环境整治取
得更大成效。

市领导王汉桥、周勇参加调研。

市领导调研长江大保护工作时强调

保护长江母亲河 实现绿色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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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晖在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调研时要求

以最坚决态度做好强戒
本报讯 记者闻期骏报道：10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吴晖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咸宁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调研，并
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

当日，吴晖一行深入咸宁市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康复训练
场地、宿舍、食堂、教室、习艺康复车间和医疗所，详细了解具
体工作流程。在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管理区，吴晖察看了训练
情况、戒毒人员的伙食卫生状况及伙食标准，着重询问戒毒人
员入所体检流程和医护措施，并与强制隔离戒毒人员亲切交
谈，询问戒毒人员习艺康复时间、戒断反应症状等情况。

座谈会上，吴晖充分肯定了我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工
作。他强调，下一步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要以最坚决的态度收
治吸毒人员，解决收治上的一些障碍，加大收治容量，确保收治
需要；要坚持“走出去”，学习最先进地方的经验，不断提高强制
隔离戒毒工作水平和实效；要充分利用强制隔离戒毒所现有优
势，建成全市禁毒警示教育基地；要加强对一体化戒毒基地建
设的调查研究，更好地谋划我市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编者按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也 是 中 华 民 族 发 展 的 重 要 支
撑。今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当
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湖北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
的省份，也是三峡工程库坝区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
加强长江生态保护的责任重大，
推动绿色发展的任务艰巨。5月
10日，省委书记李鸿忠就长江经
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深入
长江武汉段的港口、重大项目园
区和建设工地专题调研，并召开
省直有关部门、沿江市州、县市
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向全省
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重
在抓落实，关键看行动；要在问
题导向中见行动，在真刀真枪中
见实效。本报今日将李鸿忠同
志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予以
刊发，供全市各级各部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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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落实、见行动，是长江经济
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主基
调。上午，我们实地调研了武汉
新港阳逻港区、武汉化工区污水
处理厂、武昌余家头长江江滩等
地，考察了港口建设、污水处理、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岸线码头整
治等方面的情况。下午，我们在
这里召开省直有关部门、沿江市
（州）、县（市、区）主要负责同志座
谈会，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
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战略定位真正落到
实处、付诸行动。长江经济带生
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面临许多问
题，既有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也有
长远发展战略问题。当前，长江
之躯伤痕累累，甚至血流不止，生
态环境问题极为紧急、极为迫切，
我们等不起、耗不起。要乘党中
央战略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指示
精神的强劲东风、浩荡东风，把长
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置
于最优先、最重要的位置，作为当
务之急，在问题导向中见行动，在
真刀真枪中见实效。围绕“率先、
进位、升级、奠基”总目标，推动长
江经济带在升级中转型，在转型
中发展，以良好的生态环境、绿色
的发展方式为湖北“十三五”发展
和后小康时代奠定坚实基础。

一、瞄准“水”、“源”两个重点
我省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是三峡工程库坝区和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重大，任务
艰巨。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关键要抓住

“水”、“源”两个字。
首先，要瞄准“水”。水是一个关键问题，抓住了长江“水”

的治理，就抓住了生态长江、绿色长江的龙头。长江水好了、
干净了，一好百好、一净百好。解决长江经济带生态问题，要
按照俞正声主席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关于“把长江流域水环
境治理放在突出位置”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在继续做好细致工作的同时，坚持“行动要快、力度要
大、执法要严”，以长江水质保护倒逼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大生
态环境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生态环境整治取得更大成效。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