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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拟记功奖励情况一览表
序号
一、金融工作类2项（金融办审核）
1
2

二、招商引资类3项（招商局审核）
1
2
3

三、重大创新、特色工作类8项（考评办审核）

1

2

3

4

5

6

7

8

四、急难险重任务及处突工作类6项（政法委等单位审核）
1

2

3

4
5
6

五、考核排位类12项（考评办审核）

1

2

3
4
5
6

申报单位

通城县
市银监分局

嘉鱼县
通城县
赤壁市

市委主体办

市纪委
（监察局）

市委组织部

市委政法委

市信访局

市农业局

市外侨办

市旅游委

市直机关工委

市工商局

市公安局

市委主体办

市纪委（监察
局）

市委组织部

市发改委

申报奖励事项

促进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引进汉口银行咸宁分行，2016年12月23日挂牌开业

引进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二期完成投资14亿元
引进湖北宝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实际到资额）达到15亿元以上
引进维达力实业（赤壁）有限公司，投资10亿元以上

省领导批示：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第56期《不牵“牛鼻子”就要“挨鞭子”—落实主体责任“四级
递进论”的咸宁实践》，李鸿忠同志批示（2016年7月）

省领导批示：省委办公厅《工作简报》第56期《不牵“牛鼻子”就要“挨鞭子”—落实主体责任“四级
递进论”的咸宁实践》，李鸿忠同志批示（2016年7月）

中央领导批示：中组部调研组《关于湖北咸宁开展“主题党日+”情况的调研报告》，赵乐际同志批
示

国家级现场会：8月份国家禁毒办在咸宁召开全国现场会；中央综治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动态
（16）》介绍咸宁吸毒人员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经验（2016年9月）

省领导批示：省委办公厅《每日要情》第131期《咸宁市开展“书记陪访”活动变“群众上访”为“陪同
走访”》，李鸿忠同志批示（2016年5月）

国家级现场会：举办全国一村一品产业扶贫经验交流暨村企对接活动，并作经验交流发言（农业
部，咸宁，2016年9月）

国家级经验交流：2016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重
庆，熊征宇同志发表演讲，2016年11月）

国家级经验推广：全国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工作会议（国家旅游局，北京，镇方松同志典型发言，
2016年5月）

组建市直机关党员民兵突击营，在防汛抢险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参与破获“广州云在指尖商务有限公司网络特大传销案”，做出重大贡献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在“簰洲湾抗洪”“潜江维稳处突”“全省特警十堰演练”“赤壁市赵李桥排爆”等
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突出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在“4.16”“1.10”专案、“咸马”和旅游节等多项安保工作中表现突出
市公安消防支队在“4.18”灭火救援中表现突出
当选“湖北最美警察”

省考核办反馈：“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主体办、纪委）、加强纪律建设、加强作风建设、严厉
惩治腐败（纪委）”考评得分全省第1

省考核办反馈：“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主体办、纪委）、加强纪律建设、加强作风建设、严厉
惩治腐败（纪委）”考评得分全省第1

省考核办反馈：“换届风气监督工作”考评得分全省第1
省考核办反馈：“坚持好干部标准选人用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满意度情况”考评得分全省第2
省考核办反馈：“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考评得分全省第3
省考核办反馈：“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考评得分全省第3

申报奖励个人及职务

杨奇斌（通城县发改局副局长）、董奇峰（咸宁市政府金融办金融二科科长）
叶辉扬（咸宁市银监分局副局长）、万龙（咸宁市政府金融办副主任）

贺隆君（嘉鱼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黎春林（通城县隽水镇主任科员）
李朝曙（赤壁市委副书记、市长）

方是学（咸宁市委主体办综合科科长）

关明明（咸宁市纪委正科级纪检监察员）、黄辉斌（咸宁市商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熊敏（咸宁市委政
研室〈市改革办〉副科长）

杨龙文（咸宁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市改革办〉主任）、黄建平（咸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建
办主任）、佘蒲生（咸宁市委党建办副主任）

付雍凯（通城县禁毒大队教导员）

刘绍华（咸宁市信访局副局长）、汪球（咸宁市委政研室〈市改革办〉科长）、刘志杰（咸宁市委政研室〈市
改革办〉正科级干部）

无

无

郑华成（咸宁市旅游委党组书记、主任）

无

张亮（咸宁市工商局网监科副科长）

无

无
无
熊斌（咸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

孟劼（咸宁市委督查室主任、主体办副主任）

王伟文（咸宁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

郭扬城（咸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程帅（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徐仕新（咸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郭扬城（咸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徐仕新（咸宁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刘莉（咸宁市发改委正科级干部）

拟奖励等次

单位二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

单位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

个人二等功

单位嘉奖

单位嘉奖
单位嘉奖
个人三等功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备注

个人荣获湖北青年五四奖章、五
一劳动奖章、荆楚楷模

嘉奖特警支队

嘉奖治安支队
嘉奖消防支队

7

8
9
10
11
12

六、其他情形1项（考评办审核）
1

市水务局

市供销社
市安监局
市红十字会
市人行

咸宁高新区

鄂水利函〔2017〕64号：2016年度“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省考指标）全省第1档次（达标率
100%的5个市州之一，第3）

鄂水利函〔2017〕506号：2015年度全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全省第2
鄂合发〔2017〕1号：2016年全省供销系统综合业绩考核优胜（第2）
鄂安〔2017〕5号：咸宁市政府荣获2016年度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责任目标考核优秀（第1）
鄂红字〔2017〕12号：2016年度市级红十字会目标责任制考评得分全省第2
鄂政函〔2016〕65号：2015年度金融信用市州第3

国函〔2017〕16号：同意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马成（咸宁市水务局副科长）

王望良（咸宁市水务局科长）
赵显院（咸宁市供销社党组书记、主任）
胡正鹏（咸宁市安监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郑强（咸宁市红十字会办公室主任）
无

方立清（咸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工委副书记）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个人嘉奖

单位嘉奖

单位三等功、个人嘉奖

在荆门采访的第1个日子，电脑“腾讯
QQ”窗口弹出“荆门高铁站、高铁新城选
址确定，3条高铁在此交会……”

11月17日，手机微信窗口弹出的“湖
北发布”：2017湖北民企百强中，荆门民企
营收总额全省排名第四，户均利润全省排
名第一。

近日，荆楚行采访组记者在荆门，为您
探访其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为您讲述其
产业集群的发展故事……

（一）

“任性和倔强”是荆门人的秉性，它孕
育了城市深入骨髓的创新基因，也成就了
城市开放融合的荣光。

土地按户连片耕种“沙洋模式”连续两
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走在全国前列；医疗保险门诊统筹改革是
全国探路先锋；公共检验检测平台整合开
启了全国之先河……

建设江汉平原中心城市，这是荆门的
城市定位；培育现代产业集群，这是荆门的
发展支撑；建成湖北区域性增长极，这是省

委省政府的重托。
荆门牢固树立“投资第一、产业第一、

工业第一”的发展理念，沿着“中国农谷”和
“柴胡振兴”两大战略，通过发展特色产业
园区，大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推进城市加
速转型,快速发展。

荆门市市长张依涛在惠企政策兑现大
会上掷地有声：荆门唯有让客商真正认识
荆门、高度认同荆门、踊跃落户荆门，才能
赢得发展先机、赢得发展空间、赢得发展要
素，才能在区域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

企业之间互为关联，抱团发展成产业
集群，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
产业集群，荆门是如何培育的？

荆门长丰猎豹汽车项目从洽谈到签
约、选址，仅用36天；从开工到具备投产条
件仅用了15个月……

这些年，荆门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
程”，强力推进产业链招商，实现由招企业
向招产业转变。

实施重资产招商，让企业带轻资产“拎

包入住”，是荆门招商引资最大的亮点。市
经信委总工彭勇解释道：以政府投融资平
台为主体，与产业龙头企业合作，争取金融
机构中长期贷款，根据企业需要建设工业
厂房、公共服务平台或代购生产设备等重
资产。

推进园区建设，实施全域统筹，推行差
异性竞争，致力错位发展，是荆门培育产业
集群的又一大亮点，且成效明显。

荆门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化
工、农产品精深加工、电子信息、再生资源
利用与制造、大健康等七大主导产业，先后
建起了京山智能制造产业园、钟祥数控机
床产业园等20个产业园区。

（三）

数据印证变化：
荆门七大省定重点成长性产业集群均

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
料、再生资源利用与环保、大健康等四大产
业产值增幅均在14%以上。

沙洋绿色食品及屈家岭生态农产品加
工集群，建有4大农产品加工园区，集聚

470多家企业，建有7大产业链条，900多
万亩生产基地，带动20多万农民创业就
业。

该产业集群产生了滚雪球式集聚效
应，去年产值突破1300亿元，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四成，成为农民增收最为直接的产
业集群。

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
要”，荆门推出了民生改善三年行动计划：
推进易地扶贫搬迁，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改造升级农村断头路及水毁路，建设农村
幸福院暨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拓展网格
化社会管理平台功能……

另一组数据是，十八大以来，荆门民生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连续五年
保持75%以上，24.7万人实现脱贫，累计
新增城镇就业26.4万人，中心城区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比率逐年增多。

民生一寸行，民心一寸暖。出行、上
学、医疗、就业……无数看得见、摸得着、享
受得到的小幸福，犹如一股“民生清流”，汇
成了荆门的大美好，也流进了人民群众的
心田。

荆门市产业集群发展探访
荆楚行记者 熊陈 童勰 梁坚义

11月2日至4日，荆楚行记者来
到天门，恰逢湖北省第九届茶业职业
技能大赛在天门举行。

以茶为脉、以茶为媒、以茶为引。
2015年，中国（天门）茶圣节隆重举
行，天门获授“湖北省茶文化旅游示范
区”和“中国茶文化之乡”两块金字招
牌。茶圣节高端讲坛、“陆羽茶文化”
申遗、中华好茶颁证、国际茶道邀请赛
和招商项目签约等活动异彩纷呈。

“能成为‘中国茶文化之乡’，基
础来自天门30余年的研究历史。”天
门市茶经楼博物馆馆长张雅琴说，天
门市1983年就成立了陆羽研究会，
是海内外首家研究陆羽的群众性学
术团体。天门最先创办了陆学研究
刊物——《陆羽研究集刊》，最先成立
陆羽茶经研究中心。

每年的农历“谷雨”，是天门的全
民饮茶日。不仅如此，陆羽诞辰纪念
会、陆羽书画展、《茶》邮票发行、陆羽茶
文化“五进”（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
进社区、进农村）、花鼓戏《茶缘》公演，
各种茶事活动次第举行，使陆羽、陆羽
《茶经》、陆羽茶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茶产业也应运而生，天门引进了
陆羽国际集团，做起了茶交所。天门
陆羽国际茶业交易中心，成长为全国
首家“互联网+茶”交易和金融平台，
年销售茶叶突破100亿元，去年创造
税收1000万元。

天门市委书记吴锦表示，天门将
大力弘扬“精行俭德”的陆羽茶文化，
加强茶文化交流与研究，擦亮陆羽品
牌，以茶为媒，积极参与湖北重开“万
里茶道”建设，加快建设陆羽茶文化
4A级景区和佛祖山茶文化观光体验
园，打造“中国茶文化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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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兴发集团宜昌新材料产
业园内，其中一项技术的应用，就让废料变
成了宝。

“过去废水排放到污水处理厂，废水中
的磷就浪费掉了。现在用废水提炼焦磷酸
钠，园区可年增收6000万元！”化工园副总
经理李发华说。

这个占地4000亩的园区，是全国首个
磷化工循环产业园。该项目的上马，意味
着园区新增了一个循环产业。

据介绍，2004年，兴发集团到宜昌猇

亭新建园区。当时只规划了以烧碱为主
的单一生产线，生产烧碱形成的废气氯
气等难以处理。氯气中的三氯化磷是生
产草甘膦的原料，公司又新增了草甘膦
生产线。

来到草甘膦园区，只见管道交错，连通
各个密封设备，园内一尘不染。几个白色
球罐表面写着“氯甲烷”。

为此，兴发集团开发有机硅单体项目，
将本地的硅石资源和氯甲烷结合，用于生
产有机硅单体，无中生有造出一个新的产

业。
几年来，园区产业链条不断延长，废料

循环利用、吃干榨尽，兴发在全国率先实现
同一园区产业链条的循环套用，既能清洁
生产，又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废渣硅浆，以前处理起来费时费力。
现在通过水解工艺循环利用，再次生产产
品，可作为一种建筑材料；

废料盐酸，以前低价卖给别人，别人还
不要。现在用于生产融雪剂，每年能处理
废盐酸16万吨。

园区共13家企业，互相间通过管道相
连，原料、废料等都通过管道运输。除了运
输少量固体废弃物，记者在园区很难见到
大型车辆。

园区小循环，产业大循环。兴发的废
水在处理后，输送到华润热电当冷却水；兴
发的氯碱装置产生大量氢气，输送到南玻
和宜化集团再利用。

通过产业循环，兴发精细化工园每年
可节约成本过亿元，而净利润，兴发集团前
三季度更是实现了208%的同比增长。

产业循环零污染
荆楚行记者 童勰 熊陈 梁坚义

高大气派的大门，油亮干净的沥青
路，停放有序的车辆，处处绿树环绕鸟语
花香……11月13日，荆楚行记者走进宜
昌市西陵街道樵湖岭社区龙腾佳苑小区，
一个花园式的小区映入眼帘。

这些变化，源于宜昌市实施的杂居小
区治理工程。

今年以来，宜昌市委、市政府将治理杂
居小区脏乱差列为重大民生项目，先后召
开两次现场拉练督导会，推动各区联动，多
渠道筹措投入资金近亿元，大力开展杂居

小区综合整治。
“龙腾佳苑小区是一个已建成13年的

老旧小区，在全市吹响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三连冠’后，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对小区
30多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小区环境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社区党委书记刘丽介绍。

道路畅通了，环境变‘靓’了，居民的满
意度和舒适度也明显提升了。

住在嘉明花园小区的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宜昌市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陈永贵
在小区土木工程完工后，主动申请为小区

题写门头字符；远在加拿大的小区居民、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茂华在小区群内发文赞
叹小区的变化，表示不搬家了，希望早日结
束探亲假，回来安静的颐养天年……

小区环境整治到位了，后期维护管理
也是关键。伍家岗区长中江畔在经历改头
换面后，经商议，制定小区自治管理方案，
出台小区费用收支及财务管理办法、门卫
值班管理办法、停车收费标准等制度。

“目前小区共有140户居民，368人，
收取停车费50户，收费率100%，服务费

收取138户，1户免收，收费率99.28%。”小
区业委会主任颜其华介绍。

据介绍，宜昌市首批纳入今年综合整
治计划的150个杂居小区相继启动，截至
10月底，已累计完成95个，其余55个也将
在今年年底前完成。

“通过综合整治，为居民打造了一个白
天看绿化、晚上看亮化、闲时学文化的宜居
环境，市民群众从家门口的变化中切身感
受到文明创建给他们带来的实惠。”宜昌市
文明办负责人表示。

小区靓了，心也“亮”了
荆楚行记者 熊陈 童勰 梁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