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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皆景 四季花香
详见第四版

实现“五连增”加速去库存
详见第七版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宋志军、周月明报道：

“部分已建成项目不动产证办理还没
有落实；威盾中伙板块遗留问题处理
需迅速落实方案……”7日，赤壁市

“四大家”领导深入经济开发区，现场
为企业排忧解难。

在听取蒲圻电厂、长城碳素、维
达力、金兰特种等企业家代表汇报项
目建设和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后，赤壁
市主要领导当即要求，住建、国土、环

保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针对存在的问
题，实行“一对一”保姆式服务，当场
拿出解决办法和时限。

今年来，赤壁市牢固树立“抓项
目就是抓经济、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的理念，采取多种措施加快项目建
设。实行市级领导挂点包保服务制
度，市人社、国土等部门在经济开发
区集中办公，让企业从签约、开工建
设到建成投产享受一条龙服务。

赤壁经济开发区作为项目建设

的主战场，实行项目包保到人，对入驻
的每一个项目，都安排专人跟踪提供
保姆式服务。建立在建项目督促推进
机制，督促项目单位按照工期计划有
序推进，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

“以前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没有
形成合力。开发区的项目‘保姆式’

服务制度破解了这一难题，任何问题
都能得到‘一对一’服务对接，企业只
需专心发展。”赤壁市项目办负责人
介绍。

目前，赤壁市开发区新开工项目19
个，续建项目19个，总投资93亿元，为
在建项目解决各类疑难问题38个。

一对一对接 多部门联动

赤壁实行项目“保姆式”服务

推进“三抓一优”加快绿色崛起

长明钢化
提档升级

昨日，咸宁长明钢化玻璃有限公
司员工在赶制外销产品。该公司位
于咸安区官埠桥镇张公工业园，总投
资2700万元，主要生产钢化玻璃、中
空玻璃、夹层玻璃、防火玻璃等。公
司自 2015 年投产以来，积极引进国
内外高新技术设备，加快产品提档升
级。目前公司产销两旺，年实现产值
4000多万元。

记 者 袁 灿
通讯员 方传志 摄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15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深入梓山湖
大健康产业试验区调研，强调要突出
重点，推动规划和重点项目落地，掀
起建设新高潮。

丁小强、王远鹤先后来到北大
邦·梓山湖实验学校、长江大学工程
技术学院、污水处理厂等项目施工现
场，详细询问项目建设进度，现场协
调项目建设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座谈听取省联投梓山湖公司、
梓山湖新城和贺胜桥镇、官埠桥镇相

关负责人汇报后，丁小强对前段工作
给予高度肯定。他说，在省联投梓山
湖公司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努力下，梓
山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坚持高位规
划、高端开放和高层次推动，整体发展
态势非常好。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地高度重视梓山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
建设和发展，全力给予重点支持。

丁小强要求，要突出重点，掀起梓
山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建设新高潮。
要进一步完善规划，推动规划和重点项
目落地。要围绕试验区定位，突出产业
带动协调发展。要制定出台招商优惠

政策，创新招商模式，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一批绿色产业项目落户。要完
善基础设施，建好商业、医疗、教育、文
化、社区等配套工程，提升服务功能。

丁小强强调，要加强领导，完善
机制，为梓山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建
设提供坚强保障。要筹建成立梓山
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建设管委会，坚
持原则上“以市为主、市区镇一体联
动”推进试验区建设 。要以改革精
神、责任担当，抓好行政审批改革。
要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在功能区和重
大项目建设一线锻炼培养选拔干部。

王远鹤指出，要加大服务工作力
度，市区两级要围绕梓山湖发展提供
服务，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服务
好梓山湖的发展 。要加大项目建设
工作力度，加强对接，主动对接，定期
通报，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公
共服务和产业优化。要加大招商引
资的力度，建立联动机制，落实招商
引资的优惠政策，落实产业落地功能
区，全力推动梓山湖的建设和发展。

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军，市领导张方胜、熊征宇
参加调研。

市领导在梓山湖大健康产业试验区调研时强调

推动规划和重点项目落地

因事业发展需要，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广告有限公
司面向社会拟招聘广告经营策划人员五名。

一、岗位要求
1、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2、具有广告策划、活动策划、线上线下活动执行

能力，熟悉新媒体广告业务。
3、有新闻采编、广告经营、媒介客户服务经验者

优先。
4、年龄35周岁以下。
二、工作待遇
一经录用，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广告有限公司将提

供具有成长性的发展空间，工资构成为基本工资和绩
效工资。

三、应聘方式
有意者请将身份证、毕业证等复印件的扫描件，二

寸免冠照片、个人简历等发至280979680@qq.com。
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应聘广告经营策划人员”。

四、应聘地址
咸宁市咸安区温泉路26号
咨询电话：0715-8128778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广告有限公司
2017年6月15日

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广告有限公司

招 聘 启 事

6月 16日，科技部正式对咸宁高
新区授牌，由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更名为咸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晋级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表面上是几个字的变化，含金量
却达到顶极标准。

逼出来的决心

申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可谓形
势所迫，历史必然。

高新区负责人坦言，咸宁高新区
创建国家高新区，是经济新常态下全
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转型
升级的迫切需求。

近年来，各地普遍感受到强烈的经
济下行压力。但是，业内人士却发现：
国家高新区，尤其是国家高新区内的高
新技术企业，其经济指标却出现较高的

增长。高新区的自主创新、内生增长的
发展模式，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强大
的科技引擎，得到一致认可。

得中部者得天下，在全国区域发
展格局中部板块引人瞩目的背景下，
咸宁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既符
合国家战略的发展要求和导向，更是
加快咸宁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

近年来，在科技部和省政府、科技
厅的大力支持下，市委、市政府下定决
心，将咸宁高新区打造成为“创新驱动
先行区、鄂南强市增长极、绿色崛起排
头兵”，坚持创新驱动、绿色崛起，举全
市之力创建国家级高新区。

“有国家级高新区这块牌子，咸宁
高新区才能有更高的起点，才有更厚
实的基础。”升级国家队，成为高新区
人牢牢紧盯的目标。

干出来的变化

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是一次化茧
成蝶的蜕变，是一次鱼跃龙门的挑战。

要从众多申报的省级高新区中脱
颖而出，创建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高新区要面对的，还有严谨的评估。
其评价体系包括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
产业聚集、土地集约合理利用、综合配套
功能等五大指标体系、四五十个小项。

坚持规划引领，强化项目建设，是
咸宁高新区领回“金字招牌”的关键。

我市成立了由市长任组长，科技、
发改、国土等部门和咸宁高新区共同
组成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对创建工
作进行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统一管
理，并组建了创建工作专班。

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发展，

将4个县市区开发区纳入咸宁高新区
统筹管理，形成了以咸宁高新区为核
心，咸安园、赤壁园、嘉鱼园、通城园等
4个园区为托管区的“一区四园”空间
格局。按照“规划统一、服务同质、产
业差异化”原则，各园区分工协作和联
动发展，为咸宁高新区做大做强做优
奠定了坚实基础。

咸宁高新区联合武汉光谷创新研
究院、中工武大、咸宁市城市规划设计
院等规划编制单位，完成了高新区高
新产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发展规划
及横沟桥镇国土空间综合利用“多规
合一”规划的编制工作，并通过3个规
划的无缝对接，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手握蓝图，向着国家级高新区的
目标，高新区人开始了和时间赛跑。

（下转第二版）

鱼跃龙门谱新章
——咸宁高新区创建国家级高新区纪实

记者 向东宁 吴钰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李炯报道:15
日，咸宁高新区在碧桂园酒店举行汽车产业推
介会，吸引200余家企业参会。市委副书记、
市长王远鹤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王远鹤向参会的各位企业家表示热烈的
欢迎。他说，咸宁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滨
江达海，5铁、8港、10高速纵横交错，高铁、城
铁、普铁“三铁汇聚”，背靠大武汉，前接“珠三
角”，区位条件优越；生态环境优美，是著名的
桂花之乡、楠竹之乡、苎麻之乡、茶叶之乡；连
续13年被评为全省金融信用市，水电气等生
产要素保障有力；社会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
稳、稳中向好的态势。

王远鹤指出，汽车产业是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的“发动机”，咸宁拥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宽
松的投资环境、广阔的市场前景，在咸宁发展
汽车产业可谓是“得天时、占地利、享人和”。
从天时方面看，自2009年以来，我国汽车产销
量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据相关预测，未来
20年仍是我国汽车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期，
汽车产业年均增长率将高于12%；从地利方
面看，在中国汽车产业版图上，以武汉为中心
的“中三角”集群区在全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
中稳居前三，咸宁位于“中三角”汽车产业集群
的中心，在咸布局汽车产业，具有明显的物流
成本优势和强大的区域辐射力；从人和方面
看，咸宁市委、市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战略”，加快培育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
着力打造华中地区一流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基
地，随着世丰汽车内饰、三环方向机、三胜机
械、北辰驰派达转向器等一批重点龙头企业的
发展壮大，咸宁将更深融入“十堰—武汉—长
沙”和“十堰—武汉—南昌”汽车走廊。希望通
过此次推介会，与各位企业家建立合作关系，
实现互利共赢。

副市长杨良锋、汪凡非出席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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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
员孙金龙、周刘报道：5日下午，
嘉鱼县委组织部班子成员、各镇
党委副书记、组织委员以及部分
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在观摩鱼岳
镇十景铺村第六期支部主题党
日活动后，现场召开工作会议，
对各镇5月份党建工作进行汇
报通报、测评点评。

这是该县推行基层党建工
作“月模式”的一个缩影。自今
年5月起，嘉鱼县对各镇、村（社
区）落实年度党建重点工作情况
实行月议、月看、月报、月评、月
谈、月查、月改机制。即每月镇
村会议必议党建工作；每月选取
1—2个基层党支部召开支部主
题党日观摩会；每月汇报党建重
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和下月工

作计划；每月对各镇党建工作进
行测评打分；每月邀请1—2名
不同领域的基层党组织书记，参
加“党建论坛”访谈等。

在5月份的“月模式”活动
中，该县共组织开展镇、村（社
区）、党小组“月议”党建工作
280余次，县级观摩会“月看”3
次、镇级观摩会“月看”8次，组
织部机关干部对各镇开展“月
查”46人次，下发通报1期，查
出了 43个村（社区）的 155个
问题提交各镇进行挂号“月
改”。

据介绍，“月模式”以镇、村
（社区）为重点，通过创新机制，
推动基层党建重点工作落实落
地，促进全县基层党建工作“镇
镇提升、村村过硬”。

月议月评 月查月改

嘉鱼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制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卫民、
通讯员徐世聪、徐丽、何文报道：

“儿子习惯了父亲的缺席，妻子
也习惯了丈夫的缺位，但我理解
他支持他，当好他的贤内助和廉
家属……”12日，在县纪委家庭
助廉回访活动中，朱红明对丈夫
徐立帅的一番理解，使在场人员
深深感动。

徐立帅是县政府政研室主
任，在全县启动“树清廉家风、创
最美家庭”活动中，妻子朱红明
积极响应，主动与县纪委签订
《家庭助廉承诺书》，争当廉洁家
庭的表率。

“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清正
家风薪火相传，廉洁奉公成为家
庭准则，共建最美家庭，为‘山通
水富、绿色发展’贡献巾帼力

量！”6月2日，县委常委、纪委书
记刘海元在“家庭助廉”动员会
上，对全县226名正科级和新提
拔乡科级的配偶发出倡议。

该县以妇联组织为阵地，成
立“廉政文化进家庭”工作专班，
把家庭廉政文化建设纳入妇女
工作总体计划；向全县领导干部
配偶发出了家庭助廉倡廉信，要
求算好“政治账、家庭账、身体
账、经济账”。

去年来，该县发放2000份
“廉洁家风建设”倡议书，组织领
导干部家属接受廉政警示教育
5000人次，开展廉洁家风读书
活动300余场，参与最美家庭故
事、家训家规征文活动近3万人
次，在全县掀起了廉洁家风共建
热潮。

树清廉家风 创最美家庭

通山奏响家庭助廉和谐曲

喜迎党代会 荆楚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