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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三抓一优”加快绿色崛起

雨露滋润幼小的心灵，阳光点燃
美好的梦想。

6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天上午，
市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远鹤，专程来到市实验小学、市直机关
幼儿园走访慰问，并向全市少年儿童
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教师和少儿工
作者致以诚挚问候。

市实验小学校园内充满着浓浓的
节日气息，鲜艳的红领巾映衬着孩子
们灿烂的笑脸。在学校雅行楼内，孩
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校本课
程学习。拉丁舞、乒乓球、京剧、跆拳
道等教室内，“小不点儿们”练习得十
分认真。丁小强、王远鹤不时停下脚
步，在教室窗外仔细观摩。

市实验小学负责人介绍说，该校
着力打造的校本课程，充分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不同需求，尊重学生的兴趣
与经验，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
选择，为学生的个性发展留下空间。
丁小强、王远鹤对此给予充分肯定，勉
励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发展学生
特长，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学生成
长和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学校操场上，五颜六色的空竹
在孩子们的耍弄下，飞舞出一道道漂
亮的弧线。“同学们，今天是‘六一’儿
童节，祝你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丁
小强、王远鹤走到孩子们中间，亲切询
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送上节日的
祝福。

鲜花朵朵映笑脸，欢天喜地迎“六
一”，市直机关幼儿园成了欢乐的海
洋。走进校园，望着一脸稚气、聪慧可
爱的孩子们，丁小强、王远鹤满脸笑
容，亲切地抚摸孩子们的头，俯下身和
他们互动交流，祝愿他们节日快乐。

绘本故事、古诗新唱……儿童们
排演的一个个精彩文艺节目吸引了所
有人的目光。丁小强、王远鹤与大家
一起认真欣赏，不时为小朋友们的精
彩演出鼓掌加油。演出结束后，丁小
强、王远鹤与幼儿们和老师代表一起
合影留念。

走访慰问中，市领导殷切寄语大
家：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
希望，社会各界都要更加重视少儿工
作，更加关爱少年儿童，让孩子们快乐
学习健康成长，努力为少年儿童成长
成材创造良好条件，为培养好下一代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市领导曾国平、王汉桥、张方胜、
刘复兴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1日，市
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
鹤来到鄂南高中，巡视检查高考准备工
作情况，要求各级各部门全力做好高考
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2017 年普通高考将于6 月7 日
至8 日举行。我市今年15748名考生
参加高考，设12 个考点、545 个考场，
组考人员达2500人。目前，各项准备
工作有条不紊进行，已基本就绪。

丁小强、王远鹤一行实地察看考
点环境，详细询问校园安保工作安排，
检查考点音视频系统运行情况。要求
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始终把试卷安全、
信息安全和监控系统安全作为高考工
作的重中之重，确保考试平安安全。

丁小强、王远鹤还看望了即将参
加高考的考生，向备战在高考一线的
高三教师表示慰问。在教室里，丁小
强与同学们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目前

的备考情况和学习生活情况。丁小强
说，祝大家考出好成绩，将来上了大学
以后不要忘记咸宁，毕业后争取能回
到咸宁工作，咸宁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我相信同学们的明天也会更加美好。

在听取全市高考准备情况汇报
后，市领导强调，高考涉及千家万户，
关系到每个学生的未来，全社会关注，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筑牢思想防
线，坚守安全、法律、纪律底线，不违

规、不越纪、不违法。要严格落实责任
制，规范考务工作，确保高考科学、规
范、公平、公正。要积极营造舒适、舒
心的高考环境，积极为考生提供全方
位服务。要推动精细化管理，抓好督
查督办，确保考试零事故、零误差，确
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向全市人民
交一份圆满答卷。

市领导曾国平、张方胜、刘复兴参
加巡视检查。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
员甘源报道：5月30日，在崇阳
县港口乡洞泉村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抓紧对高堤河两岸的浆
砌石进行铺装。

“目前只剩最后的堤岸护坡
工程，可在汛期前竣工。”县水利
局负责人陈英杰说，去年汛期，
崇阳遭遇多轮强降雨袭击，暴雨
引发山洪，导致高堤河段沿线农
田及房屋被淹。在省发改委驻

崇阳县抗灾救灾工作组的帮助
下，今年启动了该段河堤的整险
加固工程，对高堤河堤岸进行重
新规划，加高加固。

为根治水患，今年崇阳县以
九河九港治理为重点，采取“项
目投资、银行融资、资金整合、社
资投入、投工投劳”多元投入的
办法，共投资5亿元，在全县掀起
大抓水利、大战水利、大兴水利
的热潮。

崇阳加紧建设水利工程
共投资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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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小强王远鹤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

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

5年辉煌看咸宁④
人民群众生活明显改善。2016年，全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

成25839元，五年年均增长10.4%；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12812元，
五年年均增长11.2%。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1年的2.26下降到2016年的2.0。

（卢苇）

5年辉煌看咸宁③
结构调整成效明显。2016 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将由 2012 年的 19.1:

47.3:33.6调整为16.6：47.7：35.7，第一产业占比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提高到 49.9%。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438.29 亿元，五年年均增长
21.2%；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442.54亿元，五年年均增长12.8%。 （卢苇）

抓发展要抓投资，抓投资要抓项
目，抓项目要抓招商，抓招商要优环
境。如果说“三抓一优”是经济工作
的总抓手，那么招商引资是“三抓一
优”的核心和关键，是关乎咸宁发展
的“一号工程”。

当前，全世界都在抓招商引资，
都在比优惠政策、比优质服务，吸引
大企业、好项目。“招商”已成为“抢
商”。全市上下要增强危机感和使命
感，发扬钻劲、盯劲、争劲，丰富抢项
目、招客商、引资金的手段，形成“千
军万马跑项目、千辛万苦攻项目、千
方百计上项目”的强大气场。

产业招商要“招大引强”。产业
腿短是咸宁发展不够的最突出表
现。我们要坚定不移培育大企业、
发展大产业、建设大园区，着力打造
农产品加工业、清洁能源产业、电子
信息产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四大

千亿”产业板块。要统筹好数量与
质量的关系，在“招大”、“引强”、“选
优”上下功夫，盯紧世界500强、国内
500 强、大型央企省企，引进一批支
撑性、引领性、带动性强的产业项
目。

重资产招商要“筑巢引凤”。推
进重资产招商，政府代建厂房及厂区
基础设施，吸引龙头企业轻资产“拎
包入住”，有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
提高项目投资效率。要加快孵化园
建设，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直接为投
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提供标准厂房，对
投资规模大、产品有市场的龙头企
业，提供量身打造的标准厂房、生产
设备等。

基金招商要“引产投产”。全方
位推介贺胜金融小镇，充分发挥香城
产业基金引导配资作用，大力吸引基
金公司入驻。一方面，通过招基金引

产业，充分依托基金公司的资源优
势，主动对接、顺势借力引入一批好
项目、好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招基
金投产业，高质量编制基金投资本土
产业项目库，实现基金与产业的无缝
对接。

以商招商要“奖聘并举”。以企
业或中介机构出面招商，更直接，更
具说服力。我们要制定奖励办法，探
索以商招商、委托招商、市场化招商
的工作机制。要聘请有名望的工商
界人士和有影响力的商业机构担任

“招商顾问”，以商招商。要注重发挥
统一战线优势和商会的关键作用，营
造政府、企业、中介、市场共同招商的
氛围。

领导招商要“挂帅亲抓”。招商
引资工作中，各级领导要挂帅出征亲
自抓，树立标杆作表率，带动全民招
商。各单位主要领导要切实履行好

“第一责任人、第一推进人”责任，带
头出去招商，带头洽谈推进项目。
市、县两级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
要拿出三分之一以上工作时间外出
招商、推进项目。要选派精兵强将充
实招商力量，打造一支专业、专注的
精准招商队伍。

招商如同虎口夺食。我们要必
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把招商引资
列为“一号工程”，大招商招大商，在
全市上下不断掀起招商引资热潮。

（执笔：陈新）

聚力招商“一号工程”
——三论深入推进“三抓一优”工作

本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 日电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我
国经济发展形势和任务，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提出并落实新发展
理念，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就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刻
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
干的重大问题，适应把握引领经济
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述摘编》共分10个专题：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用新发展理念统领发展
全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主动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
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
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
战略；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
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