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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钰、特约记者胡剑
芳、通讯员吴丰报道：春节前夕，2018
年咸安区一季度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在温泉碧桂园酒店举行，签约项目7
个，总投资107.3亿元，涉及文旅康养、
智能制造、环保设备等领域。

“投资80亿元，落户官埠桥镇的

原乡假日小镇项目，将建蝴蝶生态馆，
四季花海，户外拓展基地等，力争打造
成长江中下游休闲目的地之一。”华盛
达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勤俭说。

“在咸安投资可用多快好省4个
字形容，即优惠政策多，落户手续办
理快，经营环境氛围好，费用成本省

……”签约会场上，多名企业家表达
自己的心声。

本次集中签约资金总额破百亿，
正是咸安聚力“一号工程”，瞄准“高
新、集群、链条”，振兴实体经济，实现
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成果。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深化‘三

抓一优’，深入重点企业了解情况，切
实做到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做强做
优。”咸安区委书记李文波表示，将坚
持强实体、提质效、促转型，突破性振
兴实体经济，做好高新技术产业、现
代农业、全域旅游三篇大文章，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咸安振兴实体经济挥出大手笔
集中签约7个项目，总投资107.3亿元

迈进新时代

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谭昌
强报道：昨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市委
召开2018年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以“狠
抓作风建设、深化三抓一优”为主题，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一中、二
中全会，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全省经济
工作暨农村工作会议、省“两会”精神，就
进一步落实全市2018年各项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王
远鹤主持会议，市领导吴晖、曾国平、王
汉桥、程良胜、王济民、何开文、张方胜、
闫英姿、周勇、杨良锋等参加会议。

如何认识当前的形势和要求？丁
小强指出，科学研判发展形势，准确把
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

求，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一方面，迈入新时代，我们要准确
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发展的新部署
新要求。党中央和省委的新部署、新要
求，为咸宁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带来
了重大机遇、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
面，踏上新征程，我们要清醒认识自身
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挑战。
要用辩证思维、发展眼光客观分析和看
待自己，找准自身坐标。既要用好重大
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抓住有
利条件，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
又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突
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拓展发展空
间，提高发展质量，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如何把握当前的主要任务和重点
工作？丁小强指出，“三个一以贯之”是

对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进一步
细化和延展，是回答新时代考题的基本
思路和逻辑方法，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当前，要按照“三个一以贯之”的总要
求，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聚焦
聚力主要任务、解决重点问题、做好重
点工作，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推动咸
宁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要结合咸宁
实际，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要一切围
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统筹做好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全域旅游三
篇大文章。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用好用
足一系列改革试验平台，确保改革工作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如何抓好作风建设，实现新作为？
丁小强强调，要增强能力本领，大抓学

习，全面增强“八个本领”，做到“五个过
硬”。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党委要充
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提高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
改革、保落实的能力和定力，为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省委的各项决策部署、全面
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要
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增强管党
治党意识，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主
体责任和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强化督促考核，加大问责力度，
真正将压力传导到支部，把责任落实到
基层。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领导带
头，立标杆、作表率，带头转作风改作
风，用“关键少数”引领“最大多数”。要
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
境界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马真”精
神投入工作。 （下转第二版）

全市三级干部会议强调

狠抓作风建设 深化“三抓一优”

人勤春来早，奋发正当时。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以狠抓作风建

设、深化“三抓一优”为主题，全市三级
干部会议召开。这传递出一个鲜明导
向：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实干是永恒的
基调，市委、市政府始终以第一力度抓
第一要务，以更大决心、更大力度抓项
目、抓投资、抓招商、优环境。全市干部
群众要迅速动起来、干起来，奋力开创
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

科学研判发展形势，是实现高质量
绿色发展的重要基础。一方面，迈入新
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和
高质量发展要求，省委支持咸宁建设成
为特色产业增长极，为咸宁发展指明了
前进方向，带来了重大机遇，提供了根
本遵循。另一方面，踏上新征程，咸宁

要正视发展速度、发展质效、发展后劲
以及党员干部能力作风方面存在差距，
既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又
要强化忧患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突出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解决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聚焦聚力主要任务，是实现高质量
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要坚决打好三
大攻坚战，紧盯地方金融、政府债务、房
地产市场、养老保险支付等重点领域风
险，扎实做好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
就业扶贫、危房改造、教育扶贫、健康扶
贫、生态扶贫等重点工作，形成常态化
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工作格局。要统
筹做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全域
旅游三篇大文章，牢牢扭住项目“牛鼻
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把改革创

新作为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抓好重
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同时，用
好用足一系列改革试验平台，确保改革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破。要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配强村党支部书记，办好
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密织公共安全网，
重点打击威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
等黑恶犯罪案件，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
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坚决扫除“保护
伞”。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高质
量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各级党委要
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增强管党治党意识，加大问
责力度，真正将压力传导到支部，把责
任落实到基层。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

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要办好入党积
极分子培训班，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严把发展党员质量关。要把“一
抓五促”作为统领基层党建工作的有
力抓手，推动基层党建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要健全完善干部工作纪实制
度、记功奖励制度、干事创业容错纠错
机制、全媒体问责机制，激发干部干事
创业内生动力。

挽住云河洗天青，物华又与岁华
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功成
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境界，以
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马真”精神投入
工作，深化“三抓一优”，推动绿色崛起，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执笔：陈新）

奋力开创高质量绿色发展新局面
本报评论员

节后开工忙
昨日，湖北（咸宁）合加环境设

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景
象，工人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有序地
忙碌着。

当天是春节假期结束后的第一
个工作日，我市各地企业纷纷复工
生产，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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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昨日，春节
后上班首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带领市直
相关部门负责人，到咸宁高新区调研2018年
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强调要始终高昂龙头，勇
挑重担，再创辉煌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贡献。何开文、张方胜、杨良锋、夏福卿参加
调研。

丁小强、王远鹤一行实地调研了湖北合
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黄鹤楼酒业咸宁分公
司、红牛公司。每到一处，丁小强、王远鹤给
企业送去新春祝福，仔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
情况，了解企业有什么困难，勉励企业继续做
大做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领导听
取了咸宁高新区2018年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汇报。

丁小强指出，市委市政府对咸宁高新区
建设一直寄以厚望。高新区在全市经济发
展中要继续高昂龙头，保持十足的干劲，勇
挑重担，再创新辉煌。对待事业要保持热
情、激情和豪情。高新区是咸宁的产业制高
点，是咸宁经济建设主战场。“高”要体现在
高质量、高产出、高水平；“新”的要求是代表
咸宁的发展方向、是咸宁未来发展的增长
点。高新区广大干部要有把高新区建设好
的豪情壮志。

丁小强要求，对待招商和项目建设要有
韧劲、钻劲和拼劲。要盯牢项目、粘住项目，
坚忍不拔、锲而不舍地推进项目建设。项目
服务要专业，努力做行业领域的行家能手。
要发扬拼搏精神，想方设法排除困难，推进重
点项目建设。

丁小强强调，对待企业要讲诚心、诚信和
诚实。为企业服务要诚心诚意，真心实意、积
极主动为企业搞好服务。要讲诚信，签订的
合同、承诺的事项要兑现。要老老实实做人，
勤勤恳恳做事。对企业家既要“亲”，也要

“清”。既要搞好服务，亲近企业家；也要做到
事出公心，守好清廉底线。

王远鹤指出，咸宁高新区建设要用好金
字招牌。国家级高新区、智能机电产业入选
国家创新型产业试点、一批产业纳入全省重
点产业集群，要把这些金字招牌优势变成发
展的优势、竞争的优势和品牌的优势。要聚
焦主业和主责，建设大园区，把高新区打造成
开放的前沿、创新的平台、投资的洼地。要发
展大产业，引进大项目，建设大企业，做强大
品牌，鼓励大创新。要按照自我加压、负重奋
进的要求定好今年工作目标。高新区干部要
强化担当作为的精神，继续转变作风，在实际
工作一线察实情、解难事。

春节期间，暖阳和煦，通山
县厦铺镇双河村鸸鹋养殖基地
内，阵阵低沉的鸣叫声在山坳间
响起，此起彼伏。

“一看到有人靠近，这些高
高大大的家伙就会立马被吸引，
以为有食物可吃呢。你看，都齐
刷刷地聚拢到铁网周围了。”基
地负责人徐生作笑着说。

棕色的羽毛、强劲有力的双
腿，微胖的躯体上顶着一颗小小
的脑袋，这些足有一人多高的鸸
鹋双眼带着好奇，对着来人摇头
晃脑，样子甚是呆萌。

“鸸鹋，又被称为澳洲鸵鸟，
外表虽然呆萌可爱，但跑起来相
当迅捷。”徐生作边走边介绍。

徐生作对记者讲述了他的
创业经历。2015年底，通过一
档农业节目，徐生作接触到了鸸
鹋养殖，并产生浓厚的兴趣，萌
生了创业的想法。

经过一个月的考察，2016
年初，徐生作果断投入60多万
元，建起养殖基地，并从外地购
进了160只种苗。

万事开头难。起步之初，基

地的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
果，由于养殖技术不成熟，一年
下来，160 只鸸鹋只剩不到
70%。

“那段时间可把我急坏了，
天天上网学、查资料，还经常打
电话到卖我种苗的公司进行咨
询。后来，难题逐一攻破，形成
了一套系统的养殖方式。”徐生
作告诉记者，去年全年，除开售
卖的部分，鸸鹋存栏量还有105
只，成年鸸鹋共产蛋800余枚，
市场售价每个120元。

因为不服输的那股劲，徐生
作在当地有个特别的称谓“鸸鹋
哥”。

谈及未来的发展规划，徐生
作说，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
下一步打算与周边农户抱团发
展，由他提供种苗和技术，养成
后统一回收、统一销售，从而加
速壮大鸸鹋的养殖规模。

不服输的鸸鹋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伟 程慧 通讯员 方习文

新春看变化

今日导读

崇阳“春风行动”助群众家门口就业
（详见第二版）

狗年春节文化热点扫描
（详见第六版）

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