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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汉桥到赤壁

升腾发展气场 厚植产业沃土
—— 各地项目集中开工剪影

咸安：
激发新潜能
本报讯 记者吴钰、通讯员金志
兵报道：昨日，咸安经济开发区嘉仑
出版物生产及电子商务项目施工现
场挖机齐布。咸安区 2017 年第三季
度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此举行。
“我是咸安人，是家乡这片热土
养 育 了 我 。 2015 年 3 月 我 回 到 家
乡，投资 5000 万元创业。在区委、区
政府的关心支持下，项目只用了一
年时间就建成投产。在这一过程
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家乡优质的投
资环境，高效的服务和对企业的帮
扶力度。所以，今年我又投资 1.2 亿
元，创办了嘉仑公司。”嘉仑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山在现场致辞
时表示，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为家
乡经济发展尽一份力。

据悉，咸安区此次共有恒信国际
汽车城、蜜月湾度假村、福帅新型建筑
材料、咸粤生态文化旅游观光园等 16
个项目集中开工，
涵盖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
发展五大类，
总投资 201.27 亿元。
今年以来，咸安全区上下紧紧围
绕抓投资、抓项目、抓招商的鲜明导
向，牢固树立抓项目建设就是抓发
展，抓项目建设就是抓民生的理念，
把项目建设作为转方式、调结构、补
短板的重大举措，坚定不移地促进有
效投资和项目建设。
项目集中有序开工，为全区实现
新常态下转型发展、追赶超越提供了
强大的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嘉鱼：打造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员邓
丹、周承智报道：昨日，嘉鱼县 2017
年第三季度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嘉
鱼产业新城举行，15 个项目集中开工
建设。
据悉，此次集中开工的 15 个项
目，具有投资体量大、产业项目多、综
合效益好等特点，涵盖产业新城、旅
游开发、交通建设、工业、农产品加工
等类型，总投资 293 亿元。亿元以上
项目占 10 个，占项目总数的 66.7%。
其中金色年华生态养生谷项目
投资 100 亿元、武深高速嘉鱼北段投
资 38 亿元、宇兆能源科技投资 9 亿
元。集中开工项目主要分布在嘉鱼
经济开发区、潘湾工业园、高铁岭镇
等地。

“我们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
理念，把项目作为提升经济总量、增
强综合实力、聚集发展后劲的根本，
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加快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县委书记余珂在开工活
动上表示，全县上下将围绕项目谋发
展，在项目收集、策划、包装上下狠功
夫，积极引进大项目、好项目，为嘉鱼
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围绕项目
强服务，坚持“并联式”服务模式，在
项目评审、项目管理、跟踪服务上狠
下功夫，想项目单位之所想，急项目
单位之所急，为项目实施提供优质服
务。围绕项目抓落实，在项目落地、
施工保障、协调配合上狠下功夫，明
确职责，强化考核，为项目顺利建设
提供有力保障。

通山：增添新活力
本 报 讯 记 者 程 慧、通 讯 员 伍
伟、伍文俊报道：昨日上午，通山第三
季度包括工业、现代农业、生态旅游
业在内的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为
通山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今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经济形
势，全县上下始终坚持把项目建设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抓手，深入开展
“三个年”活动，全力以赴抓项目、稳
投资、保增长。先后与中林集团、中
国通号、广东华建、卓越集团、中电电
气等 15 家国企和上市公司对接洽谈，
成功承办 2017 咸宁（深圳）大型产业
对接洽谈会，高密度开展招商引资。
同时，全县各级各部门牢固树立
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加强协作配合，

科技创新
提升生产力

抓好要素保障，努力为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创造良好条件；各乡镇、各部
门将以此次集中开工活动为契机，坚
持做到高起点谋划项目、大力度招引
项目、超常规落实项目、全方位服务
项目，持续掀起项目建设竞赛热潮，
确保年内再引进一批、再开工一批、
再建成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坚决打
赢三、四季度项目攻坚战，圆满完成
全年投资目标任务。
县长陈洪豪说，投资项目，就是
投资未来。希望项目施工单位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精心组织、科学施
工、加快进度、保证质量，力争项目早
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据悉，当天，该县集中开工的项
目共计 18 个，
总投资额达 186.5 亿元。

赤壁：创造新优势
本报讯 特约记者童金健、通讯
员李瑞丰报道：昨日上午，咸宁市第
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赤壁
分会场启动仪式在湖北赤壁高新区
举行。
赤壁长江公路大桥、羊楼洞至羊
楼司及万亩茶园经新店至余家桥大
岭村扶贫配套道路、城市乡村垃圾集
中收运体系等 18 个项目集中开工，涵
盖工业、交通、卫生、城建、物流、农
业、旅游等领域，总投资达 161.93 亿
元，2017 年计划投资 52.6 亿元。
该市要求各相关部门提升服务
质量，当好项目建设的保姆，科学调
度，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日建
成、见效，进一步加强抢抓项目、招商
引资工作力度，
让更多项目落户。

赤壁市将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
定海神针，将项目建设看作是扩大投
资的主要战场。
据悉，1-8 月，该市 372 个重点项
目，已开工 199 个，完成投资 49.3 亿
元。上半年该市组织的两次重大项
目建设集中开工活动的 24 个项目，
已完成投资 18.77 亿元，促使维达力
二期、宇声环保科技、新纺纺织、丽裳
制衣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通过开展“三抓一优”和“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赤壁市经济社会
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元
至 8 月，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82
亿元，同比增长 9.1%，其中税收收入
6.5 亿元，同比增长 14.8%；规上工业
总产值 356.3 亿元，同比增长 13.8%。

崇阳：开辟新天地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通讯员陶
然报道：昨日上午，在崇阳县路口镇
罗家山风力发电项目工地上，机声隆
隆，该县 15 个重大项目在此举行集中
开工仪式。
罗家山风力发电项目是崇阳今
年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由中国水电
顾问集团投资建设，项目地点包括路
口镇的梅花村、板坑村、棠棣村、白霓
镇的纸棚村和赤壁市官塘驿镇的老
虎岩村。项目总投资 7.08 亿元，装机
容量 8.4 万千瓦，设计安装 42 台单机
容量为 2000 千瓦的风力发电机组，
同期还将建设一座 110 千伏升压站，
以 110 千伏等级接入系统。
这是该县继金塘风电场开建后
的第 2 个风电场建设项目。据项目

负责人贺旭东介绍，罗家山风电场
投产发电后，年上网电量可达 15783
万千瓦时。同时，这里作为一个新
的旅游景点，还将有力促进崇阳旅
游业的发展。
据悉，崇阳第三季度集中开工的
15 个项目，总投资 31.47 亿元，涉及工
业项目 5 个、生态旅游项目 5 个、民生
项目 3 个、现代服务业 2 个。
开工仪式上，该县县长郑俊华要
求，全县上下要以本次“集中开工”为
契机，进一步树立大局意识、比拼意
识和服务意识，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
设上再鼓干劲、再加力度，在全县形
成“人人谋划项目、人人关心项目、人
人服务项目”的浓厚氛围，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通城：
培育新动能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记者刘
健平、通讯员毛蕾、熊康报道：昨日上
午，通城手机特色小镇建设工地上彩
旗飘扬招展，大型工程机械运转繁
忙。继 10 个招商项目集中签约后，
该县 13 个重点项目在手机特色小镇
建设工地顺利举行开工仪式。
县委副书记、县长刘明灯表示，
这一批项目的顺利开工，对通城进一
步优化产业结构，壮大县域经济总
量，培育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当天签约的 10 个项目，
总投资 21.4 亿元，涵盖教育、商贸、食
品饮品、五金模具等领域。顺利开工
的手机特色小镇、醉翁生态庄园等 13
个开工项目总投资 31 亿元，涵盖产业
发展、休闲旅游、交通建设、环保科技

等领域。
今年第三季度，该县储备了一大
批重点项目，当天签约、开工的只是
其中一部分。为确保项目成功落地、
快速推进，该县上下主动担当作为，
全力服务项目建设。
一方面，抓保障、优环境。根据
项目实际需求，项目牵头单位认真履
行职责，整合各类资源，优化施工环
境，简化审批程序，加强前期指导，为
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坚强保障。
另一方面，
强服务、提效能。该县
迅速选派得力干将组成工作专班，深
入项目一线，
为项目建设提供一站式、
保姆式服务。进一步细化量化项目推
进流程和节点任务，
倒排工期，
责任到
人，
有力促进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开展走访联系人大代表活动
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
员徐勇报道：昨日，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到
赤壁市开展走访联系咸宁市人
大代表活动。
王汉桥一行先后到神山镇
和蒲圻办事处，登门走访了自
己所联系的神山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吕小玲，神山镇文清村
种植大户李海军，蒲圻办事处
大田畈村一组村民熊小香等咸
宁市人大代表，并与他们亲切
交流。
王汉桥指出，通过开展走
访联系代表活动，全面拓展了
代表与常委会的联系渠道，进
一步了解和掌握了代表学习、

工作等方面的情况，加强了人
大常委会与人大代表、人民群
众的联系，加强了代表之间的
学习和交流。
王汉桥强调，走访联系代
表是了解基层民意、密切与人
民群众的重要途径，也是做好
人大常委会工作的重要保证。
代表们要充分利用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密切、接触群众广泛、沟
通群众方便等优势，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依法履行代表职责，
深入了解民情民意，反映人民
群众的呼声，表达人民群众的
意愿，当好群众的代言人，为加
快咸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
贡献。

程良胜深入通城走访

帮信访对象现场释疑解难
本报讯 记者柯常智、通
讯员皮青松报道：13 日，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程良胜到通城
县督办信访工作，并深入部分
信访对象家中，零距离倾听群
众呼声，
面对面解决群众难题。
沙堆镇罗塘村村民卢某因
缺乏养鸭技术，加之产业扶持
资金未落实等问题屡次上访，
程良胜实地察看卢某的情况
后，通过宣讲政策，与相关部门
现场商讨帮扶措施等，分步帮
助他解决实际困难。
在五里镇磨桥村，程良胜
就当地村民与县果树中心土地
纠纷问题进行了详细了解，要
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研究，协
商解决办法，尽快化解矛盾纠

纷，努力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帮
助群众增强勤劳致富的信心。
程良胜要求，各地各部门
要经常性开展下访活动，把党
委、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信访
对象心中，进一步摸清信访对
象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进
一步掌握信访对象的诉求意
愿，对诉求合理的及时解决到
位，对诉求无理的宣讲教育到
位，对生活困难的及时帮扶救
助到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认真履行职责，有效化解信访
积案和基层矛盾，着力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
层延伸，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上海市政协考察团来咸

考察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恬 报 道:
昨日，上海市政协常委、人口资
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同济
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院长
孙建平率上海市政协考察团一
行，来咸宁考察城市精细化管
理工作。市政协副主席尤晋陪
同考察。
孙建平一行沿着麦笠山
路、咸宁大道、银泉大道、桂乡
大道、梓山湖大道考察我市的
市容市貌，实地参观梓山湖大
健康产业示范区、贺胜金融小
镇、十六潭公园、市规划馆。
孙建平指出，健康是群众
的基本需求，咸宁市委市政府
将大健康城作为城市定标，站

位高，眼界远，城市健康产业走
在了前列。咸宁傲踞中国版图
心脏位置，坐享四方资源，中心
价值辐射全国，伴随着中部强
势崛起，项目依傍大武汉的腾
飞之势，
区域前景不可限量。
孙建平要求，咸宁明确围
绕大健康主题，积极建设旅游
养生和科研教育两大特色主导
产业集群，打造华中大健康城，
将健康理念融入生活中的食、
住、行。
尤晋表示，咸沪两地情谊
深厚，两市政协工作也交流密
切、联系频繁。这次上海市政
协来咸考察，对我市进一步加
强政协工作，将是有力的促进。

整治常态化 监管制度化

我市净化成品油市场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
13 日，我市召开成品油市场综
合整治工作推进会，对成品油
市场综合整治工作进行再动
员、再部署、再落实。
会议指出，针对非法成品
油经营站点、非法移动加油车
白天关、晚上开，有死灰复燃的
态 势 ，必 须 重 拳 出 击 ，齐 抓 共
管。要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监
管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专
项整治常态化、制度化。要坚
持专委会牵头与成员部门监管
相结合，联合行动，各负其责，
依法履职。要坚持全面排查与
重点督查相结合，坚决打击、取
缔非法行为。
会议强调，要坚持发现问

题与督查整改相结合，做到整
改责任人不明确不放过、整改
措施不落实不放过、隐患不消
除不放过。要坚持重点打击与
合理疏导相结合。国有成品油
企业要强化服务措施，创新营
销模式，无缝对接大型企业、厂
矿、工地油品供应。坚持履职
尽责与失职追责相结合，坚决
把追责问责进行到底，切实保
证成品油市场综合整治工作取
得实效。
截止 8 月底，全市累计查处
非法经营加油站 13 个，非法加
油点 41 个，超范围经营加油点
6 个，非法营运改装加油车 14
辆、查扣非标油品 104.7 吨，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54 份。

7 日，位于嘉鱼县经济开发区的武
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一名员工看管三条生产线。
该公司集麻类纺织材料的研发、
加工、销售为一体，年生产各类纱线
5000 余吨。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改进，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完善质量管理体
系，使企业的管理和技术始终处于领
先地位。上半年共计销售纱线约 1500
吨，实现营业收入约 7500 万元，同比增
长约 17.6%。
记
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龙 钰 摄
11 日，通城县邮储银行麦市镇营业所职工在自家蔬菜基地内采
摘冬瓜。近年来，麦市镇营业所职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单位后院
开垦荒地，种植蔬菜。目前，基地内种植的辣椒、西红柿、冬瓜等季
节蔬菜，
均喜获丰收，
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记者 袁灿 摄
咸宁天气：
未来三天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天气晴好。具体预报如下：
15 日：
晴天，东北风 2～3 级，20～30℃；
16 日：晴天，偏北风 1～2 级，19～29℃;17 日：
晴天，偏北风 1～2 级，20～31℃。今天相对湿度：5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