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有
关规定，为检验我市人民防空警
报设施的性能，增强市民的国防
观念和防空意识，使广大市民进
一步熟悉防空警报信号，咸宁市
人民政府定于2017年9月18日
上午10时整进行全市防空警报
试鸣。为了确保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秩序，现将今年警报试鸣的有
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2017年 9月
18日上午10：00至10：20。

二、试鸣范围：温泉、咸安、赤
壁、嘉鱼、通城、崇阳、通山七城区。

三、信号种类：分为预先警
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各
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为5分钟。
其信号识别：

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反复3遍，时间为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
反复15遍，时间为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3分钟。
四、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县

（市）人防办负责同步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新闻单

位及电信、移动、联通相关公共信
息发布载体就有关内容进行宣传。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
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积极
配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咸宁市人民政府
2017年9月13日

咸宁市人民政府

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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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 创造新业绩

七彩水稻
丰收在望
13日，通城县关刀镇东山村七彩

水稻种植基地的彩色水稻已到成熟季
节，沉甸甸的稻穗丰收在望。村支部
书记潘昭富说，我们就用这种形式迎
接党的十九大召开！

通讯员 王战强 摄

本报讯 记者向东宁、通讯员卢
建军报道：9月上旬，知名测绘专家郝
晓光和人民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在咸安
区向阳湖镇细细地游了一遍。

他们共同的身份，都是父辈曾经
在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生活过
的“向阳花”。

参观修缮一新的五七干校旧址、
文化名人展览馆，品尝湖鲜小镇的特
色湖鲜，走访当年熟悉的老乡、玩伴，
一行人对咸宁的变化、特别是退渔还
湖以来的变化赞不绝口。

向阳湖镇是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
的一站。

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建设于
2016年2月正式启动。当时划定区域

为：北起桂乡大道咸宁北，至嘉鱼县新
街镇止，全长115公里。沿途经梓山
湖新城、咸宁高新区和咸安、嘉鱼12
个镇、办事处，涉及约50万人口。

向阳湖镇以此为契机，打造文创
小镇和湖鲜小镇，变化令人耳目一
新。城镇带沿线，特色小镇迅速崛起，
咸安区贺胜桥镇打造的基金+鸡汤“双
J小镇”，嘉鱼县官桥镇“新材料小镇”
分别入选全省、国家级“特色小镇”。

市委、市政府全力支持咸嘉生态
文化城镇带建设。至2016年底，市
委、市政府主导在该区域实施重点项
目50个，总投资近600亿元。当年完
工项目达26个，完成投资150亿元。
今年，又在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实施

4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213亿元。
相关负责人透露，咸嘉生态文化

城镇带建设规划沿107国道向赤壁市
赵李桥镇延伸，与幕阜山绿色产业带
连为一体。

为了高标准建设咸嘉生态文化城
镇带，我市提出“以人为本、生态为先、
功能为要、文化为魂”的总要求，规划
建成一个“风光秀美的观光带、活力四
射的项目带、安居乐业的幸福带”。

城镇带建设以生态文化提升发展
内涵，将生态大保护战略贯穿城镇带
建设之中，做到不挖山、不填塘、不砍
树，全面加强水源涵养和生态修复。

2016年，优先推进一批涉及全局
的工作和关键性项目，启动12个改革

创新示范项目，完善沿线交通基础设
施，搞好沿线综合整治项目，组织沿线
绿化景观建设、全线建筑立面整治工
程，城镇带建设初具雏形。

据了解，经过为期一年的沿线综
合整治，115公里咸嘉生态文化城镇
带消除了裸露的黄土坡，实现土包植
化全覆盖。

在温泉工作的程先生，老家就在
咸潘公路旁边，现在他每周都要开车
回去。他说，交通这么方便，环境这么
好，感觉比城里呆着舒服多了。

观光带 项目带 幸福带

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日新月异

砥砺奋进的五年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13日，赤壁
乾泰恒茶业有限公司车间内，各条生产线
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在各自岗位上抓
工时、赶订单、抢生产。

公司董事长曹勇说，通过对接“一带一
路”战略，公司不断拓展海外市场，今年签
回20余笔海外订单。

赤壁茶企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已不
是新鲜事。赤壁市茶产业发展局局长李
新华介绍，赤壁先后与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开展交流合作，设立砖茶销售跨国公
司2家。

火热的态势，源自农产品加工业“千亿
产业工程”的实施。自我市出台《关于打造
农产品加工业千亿工程的实施意见》后，已
建成一批农产品加工骨干企业和产业集
群，特别是青砖茶加工，已占据湖北省
80％、全国35％的份额。

经过多年转型发展，我市已形成农产
品加工、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
件制造、食品医药等一批特色鲜明的产
业。去年，五大产业总产值1189亿元，占
全市工业总产值62.3%。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蓄势待发。在通山
县燕厦乡理畈村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建设现
场，绵延起伏的山体上，铺满了密密麻麻的
深蓝色光伏发电板，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
生辉，场景蔚为壮观。“目前并网发电的还
只是其中一部分，等到今年底全面竣工，这
里将成为一片蓝色的‘海洋’。”项目负责人
满月辉说。

前不久，我市与康美实业签订康美·咸
宁健康小镇项目投资开发协议，计划投资
100亿元，以自然山水资源和温泉资源为
依托，打造以健康服务业为核心，集养生养
老、休闲旅游、绿色农业、体育运动等多功
能于一体的4A级标准中医药旅游基地，最
终建成中部城市群重要的健康产业的集聚
区、全国健康产业发展示范区。

上月底，市委审议通过《关于坚持绿色
崛起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的决
定》，打响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发令枪”，瞄准打造五大千亿产业板块，计
划到2021年绿色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
比重超过90%。

以打造五大千亿产业板块为抓手，我
市还将聚焦“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全
域旅游”，加快转换发展动能，形成一批新
经济增长点，提升咸宁在全省经济版图中
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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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是一种坚持，一种坚守，一种
坚定。有了定力，才能做到“不畏浮云
遮望眼，咬定青山不放松”。

回顾咸宁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取
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最根本的一条就
是始终高举绿色发展的旗帜，坚定不
移走绿色崛起之路。

当前，我市确定了“坚持绿色崛
起，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的
奋斗目标，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坚毅前
行，真抓实干、务求全胜，就一定能顺利
实现既定目标，把美丽蓝图变为现实。

保持定力要体现在坚决贯彻省
委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打造特色
产业增长极，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省
委决策部署的客观要求，是主动适应
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推进绿色发展的
时代选择，是抢抓发展新机遇、提升
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惠及民生
福祉、实现脱贫奔小康的现实路径。
面对省委赋予咸宁的新定位新使命
新要求，面对重大机遇叠加期和转型
升级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务必站
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树牢“四个意

识”，强化政治担当，增强战略定力，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在区
域竞争中赢得主动。

保持定力要体现在积极应对复杂
多变的经济形势上。当前，经济进入
新常态，改革步入深水区，发展压力不
断加大，特别是，咸宁虽有生态优势，
但咸宁目前得以保留的良好生态，并
不是因为实现了集约高效的增长模
式，而是建立在相对欠发达的基础上，
本质上属于贫穷的绿色，离富裕的绿
色还有差距。面对前有标兵、后有追

兵的严峻形势，面对自身发展的差距、
问题和不足，我们必须坚持绿色崛起
不动摇，抓实“三抓一优”，加快项目建
设，发挥特色优势，做强特色产业，加
快建成特色产业增长极。

保持定力要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干
事创业上。古人云：“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任何事业都是干出来的，说得
再好，没有干出实在的成绩，都等于白
说。“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绝对不是一句空洞口号，而是由众多
发展指标构成的发展总目标。在它的
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发展、生态优
化和民生改善。全市党员干部，必须
大兴实干之风。要进一步强化鲜明的
用人导向，突出实干实绩导向，倡导工
匠精神，引导和鼓励干部以实干比作
为、以实绩论英雄，形成人心思变、人
心思进的强大气场。

（执笔：邓昌炉）

保持定力 务求全胜
——五论认真学习贯彻市委五届二次全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饶红斌报道：昨日，
在咸宁高新区三期咸宁亿丰伟业环保
新材料项目工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丁小强宣布：亿丰伟业环保新
材料项目开工。这意味着全市第三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全面启动。

当天，除咸宁高新区外，各县市区
也同步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据统计，全市又有109个重大项目开
工，总投资918.4亿元，其中高新区开
工15个，总投资63.2亿元，6个县市区

开工94个，总投资855.2亿元。
这些重大项目主要涉及产业转型

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
社会民生事业等领域，是咸宁稳增长、
调结构、促转型、补短板的重要支撑，
关系到咸宁的全局和长远发展。项目
建成后，必将为咸宁转型升级、绿色崛
起注入强劲动能，增添新的优势。

丁小强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
的总钥匙。就咸宁而言，发展不够仍
然是当前最大的短板、最大的不足和

最大的实际。抓发展就要抓项目，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全市上下要始终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不动摇，把抓好项
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一
如既往地保持定力，以举行集中开工
活动为契机，坚定不移抓投资、抓项
目、抓招商、优环境，不断夯实发展
底盘。

丁小强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强化
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服务
意识，严格实行项目建设“领导包保”

制度，竭诚为项目建设提供“零距离”
“零缺陷”“零干扰”服务，推动项目建
设快开工、快建成、快见效，为咸宁加
快绿色崛起，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
增长极，打造绿色发展标杆城市提供
坚强保障，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
成绩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市领导吴晖、曾国平、王汉桥、程良
胜、王济民、何开文、张方胜、胡甲文、杨
良锋、汪凡非等参加集中开工仪式。

（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第三季度全市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109个项目开工 总投资918亿元

走进咸宁国家级重点镇系列报道 ⑦

九宫山：
做好山水大文章

记者 柯建斌

“北宋乾德二年，域内设茅埠堡，属兴国军通山县水南乡井行
里”。这是《横石潭镇志》第一页的第一段。

9月4日，微风细雨，记者来到曾经的横石潭镇、如今的九宫山
镇，一个水域面积7909亩，森林覆盖率达75.5%的山水小镇。

挂点联系该镇的通山县委副书记、县长陈洪豪对记者说：“九
宫山镇围绕山水做文章，是坚持绿色崛起、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
增长极的积极践行者，是县委县政府推进国家级重点镇建设的通
山样板，是加快山通水富、绿色发展的可复制的模板。”

淡水养殖助民富

畈中村洪茂生态养殖基地内，一洼洼池塘错落有致，记者的运
气不错，正好有一网鲈鱼收网，鱼儿活蹦乱跳，基地负责人章文兵
乐不可支。

早在2015年基地成立之初，章文兵便开始实施海产品淡水化
养殖这一理念，将眼光投向本地以外的养殖产品。

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这种模式可谓聪明之举。在与本地水
产品的竞争中，海产品凭其“物以稀为贵”的对照属性，可以轻松赢
得周边市场，既不愁销路又卖得到好价钱。

“发展绿色产业，全力以赴的支持是必须的。”镇党委书记张炳
恩介绍，建基地之初，当地群众担心基地办不长久，不能带动村民
致富。镇村干部耐心做通村民们思想。出现偷鱼等现象后，镇党
委政府提出基地“白天见警车，晚上见警灯”。有了干部群众的共
识，2年多来基地发展顺风顺水。

“要形成品牌，仅靠产品的特色肯定不够，就当下流行的消费
意识来看，人们对食品健康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生态养殖才是
出路。”章文兵告诉记者，村里水质好、环境优，这些都为产品的绿
色无公害打下了基础。

据了解，该基地总投资4000万元，主要从事鲈鱼、南美白对
虾、罗氏沼虾等水产养殖、加工、销售，年净利润达400多万元。

目前，在安排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基地还通过培训技术、
提供种苗等，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延伸水产养殖产业链。

“靠水吃水，通过特色养殖产业的发展，村里的优势资源得以
充分挖掘利用，富民强村的路子也越走越宽。”村支书全斌介绍，仅
洪茂生态养殖基地，每年就可为村集体经济创收7万元。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