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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以“人民的名义”做一个
“文学在场主义者”

（详见第五版）

一季度我国经济
实现良好开局

（详见第六版）

湖北瀛通通讯首次公开发行A股
上市，实现我市企业 A 股上市零的突
破。这是咸宁资本市场和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跨越，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
祝贺！

从微观层面讲，“从0到1”具有原
创性特征，重在从无到有、无中生有，
经历的是质变和蝶变的过程。在欠发
达的山区咸宁，由于受经济基础薄弱、
思想观念保守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资
本市场长期处于低层次运营状态，融

资难制约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也影响
到全市经济发展质效。如今，经市县
两级党委政府精心培育，经企业自身
不断改革创新，瀛通通讯成功地在深
交所挂牌上市，这意味着瀛通通讯进
入新的融资平台和发展通道，也标识
着中国资本市场的一级市场向咸宁敞
开。

瀛通通讯成功上市，是我市近年
来金融改革创新系列成果之一。此
前，全省首个基金小镇在贺胜桥开街，

金融信息港在咸宁高新区开建，数十
家中小企业在新三板、新四板挂牌
……无不显示着咸宁投融资体制改革
创新成果，昭示着咸宁迎来金融创新
的春天。这也激励全市广大企业经营
者对标瀛通通讯、苦练内功、创新思
维、创造条件，实现高新发展。各级党
委政府和部门要更加贴心服务，为企
业改革创新搭建平台、提供一路绿灯。

“从1到N”具有复制性特征，重在
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经历的是量变和

裂变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看，瀛通
通讯成功上市只是一个起点，决不会
是终点，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鄂南
大地更多的企业将像瀛通通讯一样，
挂牌上市，转型跨越，奏响咸宁工业崛
起、绿色发展的强音！

可喜的突破
○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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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4月13日电 我
国目前已有26个省区市印发了推
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性文
件或实施方案，并聚焦重点人群，
以创新服务推动签约。

这是记者从13日在上海举行
的全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场推
进会上获悉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表
示，我国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体系；不断
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加强
家庭医生服务能力建设等。

截至2016年底，我国200个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22.2%，重
点人群签约率达38.8%，群众对基
层的信任度、满意度和获得感也在
不断提高。

根据深化医改任务要求，今年
我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要扩大到
85%以上地市，签约服务覆盖率要
达到 30%以上，重点人群达到
60%以上。李斌表示，要强化签约
服务内涵，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和水
平，充分调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
积极性，强化签约服务对群众的吸
引力，强化签约服务政策支持和信

息化支撑等。
据介绍，现阶段要集中资源优

先向重点人群提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从高血压、糖尿病、结核病和
严重精神障碍等重点疾病入手，优
先覆盖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
人等重点人群，特别是要确保建档
立卡的贫困人口应签尽签、应治尽
治；之后再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
群。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走进26个省区市

喜迎十九大 咸宁再出发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报道：投资2.3亿元的赤壁新纺纺
织实业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公司已
完成新生产线设备安装，技术人员已
开始生产调试。

投资1.5亿元的湖北宇声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也已完成设备
安装，进入产品试生产阶段……

连日来，在赤壁市工业园区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项目

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赤壁市委市政
府发出动员令，要求党员干部凝神聚
力抓项目，一心一意促发展。

该市把招商引资作为头等大事，
通过全领域招商、产业链招商、专业招
商、重资产招商、规划招商、以商招商
等方式，“四大家”领导带头带队外出

招商，成效显著。一季度，新签约项目
16个，其中工业项目10个；合同总投
资58.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7个。
与此同时，一大批项目正在深入洽谈
中，形成了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

为促进项目落地生根，该市健全机
制，高位推进，市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大
员上阵，部门分线、乡镇分块各负其责，
项目办统筹协调全市项目建设工作。

建立“五个一”制度：每天在重点项目微
信群发布一次信息动态，每周编发一期
工作简报，每月“四大家”领导集中通报
一次项目进展，每季度开展一次拉练检
查，半年进行一次全面考核，加大项目
建设在年度考评中的权重。

据统计，一季度，该市128个重点项
目已开工，其中工业项目43个；全年计
划投资29.8亿元，已完成投资5.03亿元。

赤壁工业园区“春色满园”
一季度，128个重点项目已开工

2017年 4月 13日，一个必将
载入咸宁金融证券发展史的日子。

上午9时30分，随着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一声钟响，咸宁企业A股
上市实现了零的突破。数代人的
梦想，终于照进现实。

交易大厅巨大的电子显示屏
上，瀛通通讯四个大字鲜红闪烁。

这只代码为002861的股票，
当天以20.70元开盘，半小时后上
涨44%，锁定涨停板，市盈率26.82
倍。

掌声伴着欢呼声，一次次响彻
交易大厅。

一

浑厚的钟声，陶醉了湖北瀛通
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黄
晖，也揭开了一段跌宕的创业历程
……

1996年，黄晖辞职南下，开始
了他的商海弄潮。

1999年，黄晖卖掉房子，投入
全部积蓄，在东莞创办仅有8名员
工的电线厂。

2007年，黄晖返乡再创业。
2009年，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

司落户通城经济开发区。几年时
间内，瀛通通讯成为通讯线材及电
声产品行业内国际知名的一流整
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2011年，瀛通电子启动上市之
旅。

如今，瀛通通讯成为咸宁第一
家A股上市的企业。黄晖个人持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7%。按当
日股价计，黄晖的个人资产市值
9.33亿元。

黄晖的这一步，走了7年。
瀛通通讯的这一步，却叩开了咸

宁通向中国资本一级市场的大门。
黄晖说，是在当地政府和领导

的不断鼓励下，瀛通电子启动上市
申报程序。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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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讯 记者陈新报道：昨
日，总部设在通城的湖北瀛通通讯线
材股份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敲钟
上市，成为我市首家A股上市公司。

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丁小强出席新股发行仪式，并
敲响深交所开启股票交易的宝钟。市
领导何志雄、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王
彬、深交所副总经理金立扬等出席仪
式。

上月，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在主
板发行审核委员会今年第34次发审
委会议上，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
限公司（首发）获通过。之后经过封

卷、核准发行等环节，瀛通通讯首次公
开发行A股上市，实现我市企业A股
上市零的突破，也意味着中国资本市
场的一级市场向咸宁敞开。

据介绍，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0月，专业
从事耳机线、耳机半成品、耳机成品、
USB数据线、智能手环等系列产品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是通讯线材及电
声产品行业内国际知名的一流整体
解冲方案服务商，湖北省通讯线材龙
头企业，咸宁市十大纳税企业。现旗
下有湖北瀛通电子有限公司、湖北瀛
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东莞市瀛通电

线有限公司、东莞市开来电子有限公
司、瀛通（香港）科技有限公司、瀛通
（越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瀛通电子
科技印度有限公司七家子公司及东
莞研发中心、武汉研发中心、北京研
发中心及瀛通管理学院。此次发行
3068万股，募集资金5.29亿元，发行
后总股本达到1.23亿股。

通城县委书记熊亚平说，瀛通通
讯成功上市，不仅公司再次站上新的
发展高点，也为通城这块有着江南天
然药库、砂带之乡、油茶之乡、生猪
之乡美誉的隽美大地增添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为咸宁深入推进创新驱

动、绿色崛起战略注入更加强劲的动
力。

瀛通通讯董事长兼总经理黄晖表
示，将以上市为新的起点，专业、专注
于耳机用微细通讯线材领域，诚信经
营、规范运作，以人才、科技创新和企
业文化来引领企业的发展，努力成为
通讯线材及电声产品行业内一流的整
体解决方案服务商。将严格遵守证监
会、深交所的相关规章制度，管好、用
好募集资金，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努
力成为高质量的上市企业，以优异的
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以更强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回报社会。

瀛通通讯昨深交所上市
成为我市首家A股上市公司

本报讯 记者王凡报道：
12日，我市召开信访维稳和公
共安全管理工作突出问题调研
督办会，分析当前形势，安排下
阶段工作。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吴晖出席会议并讲话。市
领导何开文、刘复兴、胡甲文、汪
凡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太
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罗堂庆
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地各有关部
门就当前信访维稳、公共安全管
理重点难点、重大隐患及相关应
对措施的情况汇报。会议指出，
当前我市信访维稳、公共安全管
理工作面临严峻形势，各地各部
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
全观，以“六个严防发生”为抓
手，做到保平安、保稳定。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改进工作。要坚

决依法办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行为，及时维护群众合法合理诉
求。要进一步梳理风险点，掌握
每一处风险详情，制定工作方
案，确保一网打尽；要坚决落实
责任。做到每处风险点都有责
任部门、责任人员，并明确整改
时限。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严格落实“书记陪访”、开门接
访制度，面对面化解矛盾。要做
到一事一策，每个信访件都要定
时限、定责任，逐步化解积案。
要严格执法、重拳出击。营造良
好投资、宜居环境。要采取明察
暗访等方式，反复检查各风险点
工作处置情况，坚决查处涉及党
员干部违纪违法行为，并严肃追
责。要按照抓常、抓长、抓细的
思路，进一步完善风险管理日常
工作机制，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和救援机制。

全市信访维稳和公共安全工作督办会要求

确保实现“六个严防发生”目标

南玻光电
建设正酣

12 日，南玻光电导光板材料生产
厂房正抓紧建设。

该公司位于咸宁高新区，总投资8
亿元，主要生产和经营轻薄型节能降
噪玻璃、减反玻璃、导光板玻璃及新型
光电子玻璃。目前项目正加快建设，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6亿元，税收5000
万元。

记 者 袁 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 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