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ANNINGRIBAO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6年7月29日 星期五 丙申年六月廿六（今日8版）

第11258期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地址：湖北咸宁温泉路26号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总编：杜先龙 责任编辑：江世栋

今
日
导
读

酷暑中，有一种美丽叫坚守
（详见第四版）

抗洪救灾,一线写担当
——本报记者参与防汛救灾报道日记摘登

（详见第六版）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
讯员程灿报道：昨日，记者从市
科技局获悉，截至6月底，全市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增加值33亿
元，同比增长15.2%，在工业增
加值中的占比提高了2.4个百分
点。并有5项科技成果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完成技术合同交易额
1.4亿元，转化科技成果27项，转
化金额650万元。

今年来，我市坚持以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为动力，以创
建国家高新区为重点，着力
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研究制
定《咸宁市创新创业先锋行动
计划（2016-2020）》的同时，围
绕构建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加大
了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仅市
级财政预算支出就同比增长
6%。并出台激励政策，支持创
新创业平台建设，先后建立省级
以上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校
企共建研发中心14处，院士专
家工作站30个；培育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3家、校园孵化器1
家，落实在孵项目200多个。

优化创新环境 搭建创新平台

我市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报道：26日，记者走进赤壁市经济
开发区华舟重工施工现场，只见1号车
间和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完工。2号涂
装车间设计已完成，正在进行地勘和
车间主体建设。

据悉，华舟重工今年2月份开工建
设，投资规模为15亿元，项目以生产应
急交通工具装备为主，项目一期建设
用地250亩，完成2万平方米生产厂房
建设，可形成10亿元产能。

当前，赤壁经济开发区一手抓防
汛，一手抓项目建设，各企业紧紧围绕

“抢抓机遇、跨越发展”的奋斗目标，在
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环境建
设以及投入生产等方面寻求新突破，
力争全面完成既定目标。

该市继续推行“一企一策”工作机
制，责任到人，规定时间节点并建立项
目进展报表，每月一点评。进一步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瞄准北上广集聚招商，
全面承接产业转移。选准目标，主动上
门，加强联系，增强招商的针对性。

对于引进来的项目，赤壁经济开
发区夯实平台，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
一跟进，贴心服务。进一步加大基础设
施，完善园区内道路和水、电、汽、网等
基础设施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努力使

“区中园”、“园中园”内企业相互配套、能
量多级利用，倾力打造省、市内外知名的
循环经济示范点和产业集群示范园。

截至目前，除华舟外，维达力一期
项目历经10个月的建设已经完工，目
前已经进入试生产阶段；三盛刀锯总
投资6000万元，公司现处于试生产阶
段，全部达产后，年可生产带钢、环形
刀带、带锯条5000吨；赤壁长城碳素
制品煅烧车间、成型车间、化验室、办
公楼、生活设施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
年销售收入可达4亿元。

抓平台夯实 一对一服务

赤壁重点项目全面提速
本报讯 记者王凡、特约记者汪佳

报道：25日，记者获悉，元至6月，崇阳
县新增规模企业5家，工业总产值完成
38亿元，同比增长10%。工业生产增
速加快、企稳回升态势明显。

崇阳县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年
前企业注重生产要素衔接，合理安排假
期、年后及时启动复产。到目前为止，
74家规模企业除2家处于停产状态外，
基本面比较平稳。工业用电量逐月爬
升，增幅从10.1%升至17%。

在制约因素增多、不确定性增大、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下，崇阳
工业如何“爬坡过坎”？产业链升级，产
品由粗到细。昌华公司投资2亿多元
改造旋窑，通过陶瓷保温、脱硝等先进
技术，日产水泥4000多吨，产量增加
1/3，吨熟料节煤25公斤，节电10度；
钒产业在钢铁行情不景气的情况下，紧
贴钢企开发新产品，自主研发出氮化钒

铁取代50、80钒铁。同时，进军钒电池
等新兴产业，恒通公司与武汉理工大学
合作，钒电池电解液中试成功，即将上
线批量生产。

转型升级加速来自要素的有力保
障。今年以来，该县组建服务专班，挂
点帮扶，“一企一策”解难题。为企业发
放调度资金1.4亿元，为27家企业提供
搭桥资金9565万元。省财政对担保公
司增资4600万元，注册资金达到1.5亿
元，在保余额达到3.65亿元。县政府
利用财政间歇资金和银行建立资金池，
搭建了助保贷、助农贷、小微贷、政银保
等多个合作平台，缓解企业融资中的抵
押难和担保难。

与此同时，该县制订《崇阳县企业
降成本稳增长实施细则》，加强督办，确
保企业降成本政策落实。建立政策落
地督办制度，定期检查，及时帮助解决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破解多重难题 加速转型升级

崇阳工业生产企稳回升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昨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建
明，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会见湖
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
长倪大航一行，双方就加快咸宁开
放型经济发展及检验检疫机构设置
等工作进行了交流。

李建明、丁小强对省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长期以来在服务咸宁对外开
放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介绍了
咸宁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李建
明说，咸宁是湖北南大门，武汉后花

园。“十三五”期间，咸宁将坚持创新
驱动、绿色崛起道路，更加注重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升发
展质效，融入“一带一路”，开拓“一江
一山”，打造中国中部绿心，建设国际
生态城市。对外开放是整个经济的
重要的组成部分，咸宁将进一步践行
开放理念，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的力
度，动员更多企业积极开拓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用“走出去”的机制倒逼提
升产品质量。希望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积极对接绿色发展大战略，一如

既往地关心支持咸宁发展。进一步
深化双方业务合作，抓好检验检疫机
构设置，打造口岸检验检疫快速通
道，推动我市开放型经济快速发展。

倪大航说，湖北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将进一步加深与咸宁的密切联
系，积极融入咸宁地方发展大战略，
主动搭建平台为企业做好服务，开
拓国际市场，让更多的咸宁绿色产
品走出去。将进一步发挥职能、主
动作为，提升服务水平，全力支持和
服务咸宁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报道：昨日，省环
境保护第11综合督查组结束为期10天的督
查工作，就督查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环保工
作情况进行初步反馈。市委副书记、市长丁
小强，副市长周勇等参加意见反馈会。

督查组就我市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决策
部署、处理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保责任、长
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开展环保专项执法
检查等情况进行了督查，并对赤壁市、嘉鱼
县和通山县相关工作进行了调查。

督查组组长、省交通厅副厅长姜友生对
我市环保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我市环
境保护工作领导重视，大环境保护工作机制
基本建立；勇于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
断推进；狠抓落实，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针对亟待整改完善的一些问题，省督
查组要求我市切实加强领导，以更加具体的
措施，统筹部门、跟踪推进贯彻落实情况；抓
紧时间完成各种环境问题的整改，拿出切实
可行的整改措施，明确各部门的任务和完成
时限，违法企业要立案查处，并跟踪整改进度
和整改效果，备战中央环保督查这一“大考”。

丁小强说，我市将按照督查组的意见和
要求，对准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再鼓干劲，
再加力度，查漏补缺，认真整改，为中央环保
督查交出满意答卷。他表示，要在环保认识
上进一步提升，切实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把中央环保督查和省政府环保督查作为
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咸宁环保工作
水平、建设国际生态城市的重要契机，真正
把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的方针贯穿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各项工作的每一个
环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不断提升城
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在措施上进一步强
化，以综合督查的五个方面为突破口，牵住

“牛鼻子”，坚持抓早、抓紧、抓实。各项工作
方案，可以细化的尽量细化，尚未落实到位
的抓紧落实到位；对于当前突出的环境问
题，决不允许留下任何死角，抓住关键点，力争打好销号歼灭战；进一
步抢抓环境保护责任落实，完善大环境保护体制、环境保护考核评价
体系和环境保护考核评价、奖惩、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持之以恒开
展长江大保护工作，全面开展查、关、治、罚、复、退工作。要在责任上
进一步夯实，对工作中拖沓、办事不力的要问责追责。全市上下要坚
持绿色崛起的发展路径，保持生态咸宁的领先性，在绿色发展、生态
文明建设上在全省领先一步。

市领导会见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领导

共商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

华舟重工

开发升级产品
25日，赤壁市华舟重工生产车间，

员工正赶制应急装备。
该公司是我国应急交通工程装备

研制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公司通过
异地搬迁、改造扩建、调整产品结构，
促进应急交通工程装备和专用车辆产
品升级，形成完整的应急装备、专用车
辆产业链，成为中国专业化、规模化的
应急装备、特种车辆产业园区，达到年
生产10亿元产能。

记 者 张大乐
特约记者 童金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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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暨重大项目推进会
在通山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李建明到会讲话，市委副书记、市
长丁小强主持会议。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
势和严重的洪涝灾害，全市上下围绕年
初市委、市政府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
坚持“竞进提质、升级增效，以质为帅、
量质兼取”的工作方针，经济发展呈现
出“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态势。全市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58.9 亿元，增长
17%，高于全省平均增幅3.7个百分点；
施工项目1085个，增长4.1%，其中新
开工项目达到638个，增长10.2%。

李建明指出，要坚定信心，增强发
展定力，科学看待和研判当前经济形
势，准确把握外部发展大势、咸宁发展
形势和下步发展走势。近年来，随着新

常态特征的不断变化，我国经济增速逐
步回归科学轨道，中高速增长日益成为
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我市尽管上半
年发展速度有所回落，但发展基本面没
有改变，新经济新业态发展态势较好，
新的动能正在加快形成。灾后重建是
下半年工作的重要方面，咸宁是湖北暴
雨重灾区，我们要敏锐捕捉机遇，加强
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汇报，多争取扶
持项目、政策。

李建明要求，要更新观念，营造发
展氛围，坚持解放思想、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经济发
展重大理论，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我们要认真学
习贯彻，及时跟进看齐，以观念的大更
新、思想的大解放、思维的大变革，推进
企业创新、产业创新、区域创新，集聚创

新人才，为全市换道超越、绿色崛起提
供不竭动力。

李建明强调，要培育新动能，提升
发展质效，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抓好有效投资、推动“两带齐飞”、提
升产业竞争优势。要在“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上进一步
发力；要进一步增强重大项目建设的紧
迫感和责任感，抓好规划项目落地、积
极精准争取项目、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着力激活民间资本；要坚持“系列谋划、
科学规划、精心实施、注重实效”推进咸
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和幕阜山绿色产业
带建设；要全力打造农产品加工业千亿
工程，大力实施工业崛起战略不动摇。

丁小强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经济运
行分析系列会议精神，对全市下半年经
济社会发展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他
强调，要坚持一手抓抗洪救灾，一手抓

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夺取抗洪救灾的全
面胜利，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推进会上，市发改委通报了全市上
半年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及项目大会战

“结硬账”情况，市经信委通报了全市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市招商局通报了
全市招商引资情况；通山县、嘉鱼县、咸
宁高新区、崇阳县、咸安区、通城县、赤
壁市先后汇报工作。

与会人员先后参观了国际商贸城、
吕柳荫膏滋医药生物有限公司、裕融
城、林业棚户区改造项目、电商创业创
新基地、医养中心等，现场感受通山工
作氛围及成效。

市领导吴晖、程良胜、王汉桥、王济
民、曾国平、闫英姿、熊征宇，各县市区
党政主要负责人，各县市区发改局、经
信局、招商局负责人，市直有关单位主
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李建明在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暨重大项目推进会上要求

增强发展定力 营造发展氛围 提升发展质效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通
讯员汪学刚报道：记者昨从市
防指获悉，未来7天我市仍以晴
热高温天气为主，水库塘堰蓄
水保水工作提上日程。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
温晴热天气。据气象部门预
测，未来7天我市仍以晴热高温
天气为主。目前，我市长江、湖
泊水位持续回落，但仍在高水
位运行；斧头湖、西凉湖按照目
前水位下降趋势，退出警戒水
位仍需较长一段时间。

市防指要求，沿江沿湖县
（市、区）要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克服松劲厌战情绪，强化措施，
继续加强值守巡查，确保退水
期安全，坚持夺取最后胜利。
在紧抓防汛不松懈的同时，也
要高度重视防干旱工作，加强
旱情测报预警和分析研判，结
合本地实际搞好科学调度，做
好水库塘堰蓄水保水。水库要
根据工程和蓄水状况控制发电
下泄流量，发挥水库综合效
益。特别是具有饮用水源地功
能的水库，要做好蓄水保水，应
对后期可能会出现的高温干旱
天气，为人民群众基本生产生
活提供水资源保障。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27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丁小强会见深圳海王
集团高管一行，详细了解海王集团全药
网项目有关情况，以及项目推进情况。
市领导吴晖、曾国平、镇方松、咸宁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汪凡非参加会见。
据了解，深圳海王集团全药网是

一个在省级药品采购平台以外、自建
平台开展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项目，
旨在降药价、惠民生、促医改、兴产业。

市领导听取了海王集团医药健康
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对全药网项目推进
情况给予建议，并表示愿意向省委政府
争取相关政策支持，让项目早日实施。
目前，咸宁正在大力发展健康城市，海

王集团阳光集中配送项目在我市推广
顺利。座谈中，双方希望能在现有基
础上，不断深化在医药物流中心及药
品保健品生产和大健康产业等领域的
合作，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共赢发展。

市领导会见海王集团高管

市防指要求

防汛不松 防旱保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