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张敏、特约记者李
旻媛、通讯员魏伟、胡继报道：7月29
日，咸安经济开发区华宁防腐有限公
司内，员工们正冒着高温进行焊接施
工，赶着完成这批将销往土耳其和巴
基斯坦的脱硫管道。

今年来，该公司抓住“一带一路”
战略机遇，沿汉新欧铁路拓展业务，
相继拿下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土
耳其、伊朗、加蓬等国订单，上半年合

同金额突破8000万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30%以上。

这是咸安工业“换道”发展提质
增效的一个缩影。今年来，咸安从改
变区内工业企业以劳动密集型、资源
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为主的现状入手，
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增长方式。

该区推出“换道”发展四大措
施：上项目，着力引进高新技术企
业；促技改，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拓市场，为企业寻找新的增长
点；抓创新，使之成为工业经济发展
的突破口。

该区老牌传统企业精华纺织，在
咸安区各相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
通过建设无尘空间降低成本，创新推
出亚麻、精麻等新品，根据需求调整
定位和方向拓展海外等一系列措施，
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订单源源不断，
已经排到了明年。

上半年该区工业项目新签约18
个、新开工19个、新投产18个，同时
高新技术企业已发展到21家，前5个
月完成产值25.3 亿元，在全区占比
18.1%。

上半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总产值179.8亿元，增长7.0%；规
模工业增加值增幅为8.0%，位居全市
第三位；完成入规企业12家，位居全
市第一。

上项目 促技改 抓创新 拓市场

咸安工业换道超越开新局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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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换届工作正处于冲刺
攻坚的关键时期。在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的情况下，要顺利完成换届工
作，严守换届组织原则至关重要。

所谓组织原则，是为了实现有效管
理职能、提高管理效率和实现一定的目
标而建立管理机构共同遵循的原则。
对于换届工作而言，组织原则是换届工
作的根本导向和不能逾越的红线。

换届过程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要切实增强组织观念，形成遵纪守规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必须牢固树立四种意识。即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越是到涉及
自身利益的关键时刻，越要保持清醒
头脑。要始终牢记党员身份和政治立
身根本要求，坚持从大局出发看问题，

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
在换届中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行
动上的带头人。

必须严格遵守组织程序。遵循组
织程序，是守纪律讲规矩的重要内
容。在换届选举工作中，必须严格执
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程序、严格执行
换届选举工作程序、严格执行重大事
项报告程序、严格执行请示汇报程序，

切实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选拔出
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各级
党委要严格执行组织制度，切实加强
对换届工作的领导把关。凡是换届工
作的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
由党委集体研究作出决定；凡是党委
集体研究作出的决定，都要认真落实
执行。决不允许出现独断专行或者软
弱涣散等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现象。

严守组织原则
○王远远

本报讯 记者王莉敏、通
讯员杨坤报道：昨日，记者从市
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获悉，
我市成立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督查组，目前正对各县市区城
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启动情况
进行专项督查。

此次督查旨在贯彻落实6
月8日召开的《全市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
一步深化全市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工作。督查按照嘉鱼、赤壁、
通城、崇阳、通山、咸安、高新区
的顺序进行检查，时间各半
天。督查采取听汇报、查看台
账包括宣传发动情况、工作方
案、是否纳入目标管理、是否落
实相关经费等及看现场的方式
进行。

据介绍，督查组将通过媒体
对检查结果予以曝光。此类督
查活动以后每两月进行一次。

我市成立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督查组

赴各地开展专项督查

本报讯 记者陈新报道：1日
市里召开的落实2013至 2016
年主要出访成果专题会议上，
记者获悉，我市目前共结成11
个友好城市，“好朋友”遍及亚
欧美地区。

这些友好城市包括韩国义
王市、太白市，土耳其布尔萨
省，俄罗斯彼尔姆边疆区昆古
尔市，白俄罗斯盐城市，法国苏
玳市、奥贝维利耶市，意大利卡
西诺市，匈牙利威莱士艾及哈
兹市，还有北美州加拿大皮克
灵市、南美洲苏里南帕拉省。

这些友好城市大多是2013
至2016年，市委市政府领导率

团访问时签订友好合作协议，
双方秉持理性务实的态度推进
经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
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仅
今年，咸宁与韩国义王市已有3
次代表团互访，湖科与义王市
艺术大学将互换学分、合作办
学，两市还举行了乒乓球、羽毛
球、网球等体育交流赛。

据悉，我市今后将在加强
与现有友城联系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友
城建设，每年开展不同层次、不
同形式的友城交流。今后，随
着友好城市越来越多，咸宁将
真正成为一座国际生态城市。

咸宁好朋友遍及亚欧美
共结成11个友好城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增幅居全市第一；

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62.6亿
元，同比增长17%；

地方税收总收入累计完成87362
万元，同比增长62.68%！

今年上半年，咸宁高新区亮出一
组喜人数据。

在全国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
的背景下，高新区的超高速增长堪称
奇迹。

那么，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大项目做大贡献

位于咸宁高新区西北角的南玻
咸宁玻璃有限公司，巨幅的超高铝玻
璃一块接一块地从传输带上滑过，叉
车左右腾挪，将成品玻璃装车发运。

企业负责人介绍，南玻咸宁产业园
自2013年点火投产以来，一直保持了良
好效益，6月产值7300万元。目前，南
玻集团在咸宁陆续投资玻璃封装、光
伏电站、光电玻璃项目。仅南玻咸宁
玻璃一期，预计今年纳税接近2亿元。

而落户咸宁高新区10年多的奥
瑞金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完成
工业总产值14.8亿元，实现税收2.3
亿元。今年，总投资17.18亿元的奥
瑞金二期投产后，预计可新增产值14
亿元，新增税收2.5亿元。

高新区财政局长顾兴茂说，以南
玻和奥瑞金为代表，重大项目对高新
区的贡献突出。高新区持续抓项目
建设、抓有效投资，成效显著。

高新区将2016年确定为重大项
目建设年，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围绕

“签约、开工、投产100个项目、100亿
元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全面谋
划。2月份启动实施在建投产一批、
签约项目开工一批、洽谈项目签约一
批、投产企业进规一批、投产企业扩
规一批“五个一批”工程，以空前的力
度推进，目前进展顺利。

一个接一个的大项目落地，一项
接一项的新技术落户，为高新区提供
了潜力爆发的动能。

新机制有新回报

去年底，我市推进咸宁高新区体
制机制创新。按照“7+1+N”的机构
框架运行，市直相关单位根据工作职
能，在高新区设立派出机构，履行相
应职责，充分释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
制改革创新的“红利”。

6月28日，政务服务中心审批大
厅正式运行，一站式办理审批手续，
免去了企业从园区到市政服务中心
往返奔波之苦，实现了企业“办事不
出园”，为企业提供了极大便利。

对中小企业，高新区出台了《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接
国家产业政策，争取项目资金增强企
业发展活力。近年来，累计为园区企
业申报技改升级、科技创新等各类扶
持资金近2亿元；通过银企对接会、金
融早春行等活动，协调金融机构累计
为园区企业提供融资超过60亿元。

高新区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局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园区新增了45个
项目，特别是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
材料和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带动经
济总量增幅明显。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见习记者马丽
娅、通讯员王海镕报道：昨日，
市政协主席胡建华、副市长周
勇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武
深高速嘉通段项目施工现场调
研，协调施工中的困难，督办项
目建设进度。

在崇阳县石城镇神口村段
施工现场，市领导了解了项目
整体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困难，
要求各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
调，化解矛盾纠纷，创造良好的
施工环境，保障工程建设顺利
推进。在武深高速嘉鱼段停车
区，原先设计规划的加油站项
目上空架设有高压线路，存在
安全隐患。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后，市领导当即要求另选地址

建设。
每到一处，市领导叮嘱相

关管理人员，做好后勤保障和
施工安全防护工作，要求各有
关乡镇、各部门积极配合项目
建设单位做好协调工作，解决
好林、地纠纷；施工单位要加强
与各相关部门的沟通，抢时间、
赶进度，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实
施和有序推进。

市领导强调，各级各相关
部门要责任上肩，勇于担当，积
极解决施工中的实际问题；要
加强配套设施的跟进，进一步
优化施工环境。施工建设单位
要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推进工程建设，争取项目
早日建成通车，惠及群众。

市领导督办嘉通段高速建设时强调

早日建成通车惠及群众

紧急抢修
8 月 3 日，因雷暴雨导致崇阳县

铜钟乡马桥台区变压器损毁，线路断
线，清水村8组停电。铜钟电工组凌
晨5点出发，经过13个小时的紧张抢
修，及时恢复供电。

通讯员 丁小波 摄

今日导读
天洁国际华沙城一期700多户居民

频受断水之苦何时了？
详见第二版

咸宁，让博士放飞梦想
——清华大学博士在我市开展社会实践纪实

详见第六版

全民阅读·荆楚行

打响“书香黄石”品牌
——黄石市全民阅读综述

荆楚行黄石采访组记者 杜荣华 王璐 张友财

释放书香之气，攒起全民
阅读人气。

眼下的黄石市，正充分利
用讲坛、演讲比赛、征文、捐书
赠书送书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
阅读活动，营造浓厚的阅读氛
围，打响“书香黄石”品牌。
引领人气 文化大V帮圈粉

作为黄石的普通市民，何
鹏飞从未奢望过能与莫言、麦
家、舒婷、高洪波这样的名人作
家面对面，但偏偏就让他在家
门口见上了。

2013年5月，见到第一次来
黄石的舒婷，何鹏飞很激动。今
年3月，舒婷再度来黄石，见了真
人听了讲座后，何鹏飞激动地写
下《舒婷：诗歌让我们告别喧嚣》
一文。很多人和何鹏飞一样，记
住了舒婷关于读诗读书的话：

“我们离诗歌并不遥远。诗歌能
给我们提供一个纯净的地方，帮
助我们告别嘈杂与喧嚣。”

感谢每一次见到名人的机
会，何鹏飞写下了《麦家：文学
可以温暖人心》、《邱华栋：文学
让人生更丰盈》、《莫言：马尔克
斯的床单》等文章，为他圈得了
大量的粉丝，也带动了身边人
阅读的热情。

何鹏飞更应该感谢“中国
作家黄石文化论坛”，为他创造
了不出黄石就能“相约”名人的
机会。自2008年3月熊召政首
讲开坛，5年来莫言、李敬泽、阎
连科、毕飞宇、方方、陈应松、高
洪波等一批名家、大家受邀前
来主讲，场场爆棚，日渐成为书
香黄石·文化黄石的一块响当
当的招牌。 （下转第七版）

上半年咸宁高新区地税收入同比增长62.68%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
记者 向东宁 见习记者 吴钰 通讯员 李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