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日，咸安区大幕乡泉山口大堰堤坝
上，搬石头的、拖土的、打桩的，人来人
往，施工队正在紧张施工。

泉山口大堰始修于上世纪70年代，
年久失修，特别是去年6至7月份的大
汛，致使泵站损毁严重，坝身多处渗漏，
渠道部分垮塌，防洪减灾能力削弱，坝下
2000余亩水田灌溉及泉山口村千余人
口的饮水成了难题。

去冬，该大堰被列为全区水利冬修
重点工程之一。咸安区将投入90余万
元，对挡水大坝防渗工程进行修复，对
3000多米引水渠进行维修疏通。

“确保工程质量，提高防洪灌溉能
力。”桂乡远海工程中标单位工区长王生
启拍着胸承诺，4月份汛期来之前，可以
确保完成除险加固任务。

看到家门口日夜奋战在冬修一线的
工人，泉山口村支书程新武激动地说：

“大坝工程修好后，坝下的百姓再也不担
心灌溉和饮水问题了。”

这是咸安抢抓冬季好时机，大修水
利的一个缩影。记者从咸安区水利局获
悉，2017年，全区计划开工各类水利工
程385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计划总投
资26941.5万元。

截止目前，该区已开工各类水利工
程381处，完成总投资7259.04万元，完
成土石方88.86万方，浆砌3.9万方,工程
总体进度50%。

据悉，该区水利冬
修包括农村饮水安全、
水库除险加固、中小河
流治理等工程。

冬修水利惠民生
记者 张敏 特约记者 胡剑芳 通讯员 沈强

乡情招商引凤来
记者 程慧 特约记者 李江湖 通讯员 黄贝华 许飞飞 涂洵

1月20日，通山县杨芳林乡行政服
务中心三楼会议室内，一场以乡情、亲情
为纽带的招商推介会如期举行。63名回
乡过年的通山籍企业家汇聚一堂，为加
快打造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言献策。

企业家们纷纷认为：建设幕阜山绿
色产业带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瞻远
瞩，切合通山实际。应该出一份力、尽一
份责，为家乡“绿色发展”的理念贡献力
量。

杨芳林乡位于通山县城西南，与崇
阳县港口乡接壤，区位优势明显，幕阜山
旅游公路越境而过。去年，该乡不断完

善产业体系，深入推进
精准扶贫，稳步提升民
生保障，实现了乡域综
合经济较好较快发展。

看到家乡发展的良好势头，天磊国
际景观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夏臣昂喜上
眉梢。他说，回家的路上就发现了乡里的
变化，道路直了、绿化多了、乡里乡亲房前
屋后也变干净了，优越的生态资源环境进
一步彰显，更加坚定了投资的信心。

已回乡创业五年的忆江南项目投资
人谢昌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自
己对幕阜山绿色产业带建设的期待。他
认为，幕阜山绿色产业带的建设一定要
充分释放生态资源潜能，把握“绿色发
展”理念，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企业
准入门槛。同时，要聘请专业团队进行
规划设计，确保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健康
发展。

据悉，此次推介会共有5名企业家
现场签约，签约金额达2.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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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施策 增强系统性和针对性
（详见第六版）

赶订单
春节前夕，嘉鱼县工业园内，湖北嘉

麟杰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忙着生产
赶订单。

该公司是一家集针织印染、研发和
产学基地于一体，专业从事各类高档织
物面料、户外运动型成衣研发和生产的
企业。该公司总投资5.92亿元，年可生
产各类高档织物面料 16200 吨，年缴税
收8765.5万元。

记 者 张大乐
通讯员 龙 钰 任文生 摄

喜迎十九大 实现开门红

项目既是发展内容，又是发展方法，
更是发展成果；项目建设是推动发展的
载体、锻炼干部的平台、落实各项工作的
有力抓手。加快发展，一项重要任务就
是强化项目意识，善于谋划、推进、落实
项目。

就咸宁而言，工业不强、项目不足仍
然是发展的“短板”。从拉动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来看，我市外贸所占比重较
低，消费是个慢变量，上项目扩投资仍是
加快发展、做大底盘的最直接、最有效、

最快捷的抓手。
要以超前理念谋划项目。结合国家

产业政策和咸宁发展短板，积极谋划一批
重大项目。着眼扩大需求和改善基础设
施，实施一批流域治理、农田改造、城市管
廊等工程项目。突出抓好产业投资，围绕
传统产业推进技改，围绕新兴产业招商引
资，围绕绿色产业做强品牌。推进民生项
目建设，重点加快城乡公共设施、脱贫攻
坚、环境治理、文化教育等项目建设。布局

“五个一批”项目，形成梯队式、可滚动、能

持续的项目建设发展链条。
要以倒逼机制推进项目。继续坚持

“一季一调度”，开展“喜迎十九大、实现
开门红”系列活动，形成抓项目、扩投资
的强大气场。实施“211”重大项目工程，
推进 20 个产业项目、10 个基础设施项
目、10 个文化旅游服务业项目开工建
设。全面启动咸宁通用机场、潘家湾港
区通用码头等“十三五”重大规划项目，
突出抓好南玻光电导光板、立邦涂料全
球标杆工厂等重点项目。积极争取国家

和省预算内资金、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国
家政策性银行贷款资金等，开展“PPP项
目落地年”活动。

要以项目化思维抓落实。各级各部
门要以项目的形式把各个领域的工作谋
划好、设计好，把上级决策和目标任务量
化、细化、硬化为一个个具体化、体系化
的项目。继而将项目工程化，制定具体
的任务书、施工图、时间表、责任单，明确
责任单位、工作标准和时限要求，落实清
单销号制度，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强力推
进。要以项目的实际成效来检验工作，强
化项目考评成果运用，严格奖惩兑现，以
项目实绩论优劣、比作为，将一个个项目
打造成一处处亮点品牌。

项目兴则咸宁兴。全市上下要以钉
钉子、扣扣子的精神抓项目，真正让干部
的风采在项目中展示、能力在项目中提
升、业绩在项目中检验。 （执笔：陈新）

项目推进 做大发展底盘
——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三级干部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刘子川、通讯员
熊潇、熊叶梅报道：昨日，在嘉鱼县
鱼岳镇群众来访服务中心办事大
厅内，工作人员正登录“阳光信访”
系统平台，处理相关信访案件。

“嘉鱼县鱼岳镇南门村良田征
收”、“谁来管多病无生活来源的失
地农民”……记者看到，几件近期
受理的信访案件分别来源于领导
邮箱和网上投诉。在待办事项、地
区未结件、正在办理、已办事项栏
里，小到农家琐事，大到征地纠纷，
一件件事情详细清楚。

嘉鱼县信访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往群众信访，往往选择走访，到
各级信访部门和行政机关现场反
映。通过一年来的宣传，现在群众
更愿意在家“点点鼠标、动动手
指”，不再“东奔西跑”就能轻松地
把自己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反映到
各级信访部门。

为强化网上信访的处理力度，
提高群众满意度，近年来，嘉鱼县
委、县政府与各镇、县直各部门签
订《信访工作责任书》，把信访工作
纳入全县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
程，多次专题听取信访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信访工作。

嘉鱼县“四大家”领导干部带
头阅信接访包案，每周一到县信访
局坐班接待来访群众。同时，各乡
镇、县直单位配备118名专职信访
干部，建立104个群众信访接待
室，全部连通“阳光信访”信息系
统，并将“县长信箱”接入系统，实
现全县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信访
部门网上投诉“一网通”。同时，开
通“阳光信访”手机客户端和微信
公众号，群众用手机扫描“阳光信
访”二维码，就可以向各级各部门

“领导信箱”反映诉求。
去年，嘉鱼县在“阳光信访”信

息系统录入信访事项1368件，其
中来访487件、来信27件，网上信
访854件，网上信访占信访总量的
62.43%。信访部门及时受理率
100%、按期办结率100%，群众满
意率达到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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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李旻媛、
通讯员陈涵报道：3日（正月初七），一大
清早，咸安经济开发区金湛电子生产车
间内，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安装、
调试、预热、喷刷、合模、压铸等工序，整
个车间忙而有序。

“初五就开工了，有双倍工资，还有
开门红包，这让大家干劲十足。”家住附
近宝塔村的操作员陈金龙打趣地说，在
家门口每月也有4千元的工资，今年要
撸起袖子加油干。

“目前，全公司基本恢复到了节前生

产状态，到岗率达到了95%。”公司负责
人肖金涛欣慰地说，本来初五上班，可大
多数员工初四就来准备了。

该公司负责人高兴地介绍，金湛电
子是华为、康普、大唐和中兴等公司的设
备制造商，巨大的订单需求让公司不得
不以最快的速度投入生产。预计2017
年，该公司总订单量将达到130万套，同
比增加10%。

“订单已经排至今年6月，力争模具
全年产值过2亿元，税收突破1千万。”洪
盛模具董事长朱洪亮介绍，为赶工期，年

初三就投入生产。
据悉，咸安经济开发区已初步形成

了森工建材、苎麻纺织、机电制造、数控
模具等八大产业集群，并建成了相应的
产业园区。同时，该区以经济开发区为
核心，沿省道、107国道的贺胜桥镇、官
埠桥镇、向阳湖镇、双溪桥镇、汀泗桥镇、
马桥镇等乡镇，都建起了各具特色的工
业小园区。浮山办事处、温泉办事处也
在开发区征地建设孵化园，从而形成了

“一区六园”的工业布局。
“要抓住‘一区六园’这个工业发展

的牛鼻子，开足马力促生产，力创工业开
门红。”区委书记李文波大年初二便到经
济开发区慰问一线员工，强调全区要以
更加有为的姿态谋划“一区六园”、以更
加有力的举措补齐发展短板，以更加务
实的作风狠抓服务落实，助力工业绿色
崛起。

目前，咸安经济开发区天源纺织、江
南春竹业、三六重工、华博阳光等10余
家企业相继满负荷复工。官埠桥镇、马
桥镇、贺胜桥镇等6个乡镇工业小园区
内，生产也呈现一片红火景象。

打造新铁军 提振精气神

市公安机关整训提能保平安
本报讯 通讯员张恒报道：2月7日，全市公安机关

启动为期一个月的“找教训、提能力”队伍教育整训活
动，打造新铁军，提振精气神，整装再出发，守好南大门，
更好地担负起维护鄂南平安、服务咸宁发展的重任。

据悉，整训活动中，全市公安机关将坚持问题导向、
民意导向，组织全体民警、消防官兵、辅警人员，采取集
中学习与个人自学、警示教育与正面引导、岗位练兵与
比武竞赛、反思剖析与建章立制相结合等方法，全面提
升公安工作“五个能力”，实现全警党性修养进一步锤
炼、执法素养进一步提升、警民关系进一步密切、纪律意
识进一步强化、工作作风进一步改进、业务水平进一步
提高，为全年公安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撸起袖子加油干 闻鸡起舞正当时

咸安“一区六园”马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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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烟草去年上缴税费4亿余元
同比增长23.1%

本报讯 记者何浩、通讯员张文报道：记者从昨日
召开的全市烟草系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去年，我市烟
草系统加强市场管控，强化营销改革，较好地完成了各
项工作任务。全年实现税利65425万元，增长10.98%；
其中，上缴税费总额47739.5万元，同比增加8972.3万
元，增长23.1%。

去年，市烟草专卖局主动应对挑战，以改革促发展，
以提质增效益，有效促进了各项业务健康发展。

针对年初市场不佳，该局强化走访、跟踪和监测，打
出系列组合拳，力保市场基本合理；为培育品牌，实行

“一品一方案，一月一考核”，并以重点和阶段培育相结
合，确保品牌建设有章可循。

同时，该局继续加大打假破网力度，全年共查获涉
烟案件989起，查获违法卷烟1414.12件；推行精益引
领，开展精益管理、对标管理、绩效管理、员工评价等，不
断优化提升企业管理能力。

科幻作家告诉你，
未来的春节怎么过

（详见第七版）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在生产环节关键
是提高药品质量疗效。一是严格
药品上市审评审批。二是加快推
进已上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三是有序推进上市许可
持有人制度试点。四是加强药品
生产质量安全监管。五是加大医
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六是健全
短缺药品、低价药品监测预警和分

级应对机制。
《意见》明确，在流通环节重点

整顿流通秩序，改革完善流通体
制。一是推动药品流通企业转型
升级。二是推行药品购销“两票
制”。三是落实药品分类采购政
策。四是加强药品购销合同管
理。五是整治药品流通领域突出
问题。六是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
息可追溯机制。七是积极发挥

“互联网＋药品流通”的优势和作
用。

《意见》提出，在使用环节重点

规范医疗和用药行为，改革调整利
益驱动机制。一是公立医院要优
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强化药物使
用监管。二是进一步破除以药补
医机制，加快建立公立医院补偿新
机制。三是强化医保规范行为和
控制费用的作用，大力推进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四是积极发挥药师
在合理用药方面的作用。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