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吴钰报道：7日，咸
安经济开发区华鑫刀具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

该公司正月初八就开工，正在抓
紧赶制销往越南、印尼等地的订单。
新春伊始，包括华鑫公司在内的咸安
经济开发区171家投产企业已全部复
工，园区一派生机勃勃的发展景象。

在企业复工的同时，咸安区第一季
度重点项目开工仪式在经济开发区隆
重举行。“我们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决定落户咸安，就是被咸安人主动作
为、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所吸引。”湖北
舰海新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
佳泰在开工仪式上动情地说。

舰海公司主要经营隔离膜、强力
交叉膜、PP基材膜、印刷包装、热收缩
膜等防水辅料的生产、加工、销售，计
划总投资5000万元，建设占地41亩
的生产基地。项目建设前期环评、地
勘、规划设计图纸等手续已办理完
毕。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提供60个就
业岗位，年产值可达1亿元以上。

重点项目开工现场气氛热烈。就
在不远处，在建项目也一派热火朝天
的景象。 湖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二
期项目建设工地上，主体大楼拔地而
起。该项目主要包括制剂车间、生产
车间、研发楼、宿舍楼等，总建筑面积
31000平方米，车间计划2018年底投

入使用。该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扩充汇
瑞药业产能，促进园区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

一年之计在于春。为赢得2018
年经济开门红，咸安区坚定不移抓项
目，做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2018年，咸安区工业经济主要预
期目标为工业增加值增幅为8.0%；新
增规模企业15家；新四板挂牌企业
10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10家；
招商引资签约项目120个以上、开工
项目80个以上，到位资金200亿元，
至少引进2家投资10亿元以上工业
企业。 围绕这一目标，咸安区把招商
引资作为“一号工程”，明确招商重点

产业方向，推进全产业链招商，实现建
链、补链、强链。发挥商会和中介组织
作用，形成全民招商、全域招商、中介
招商、基金招商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咸安区围绕“储备项目
促开工、开工项目促竣工、竣工项目促
达产”，推行项目建设“一月一通报、一
季一考核、一季一开工”工作机制，继
续推行区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项目
制度，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简化行政审批手
续，拓宽绿色通道，缩短项目审批办结
时限。推行重大项目“容缺受理”、“联
审会办”制度，全力破解土地、融资等
要素制约，推进在建项目建设。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朱哲、见习
记者谭昌强报道：8日，我市召开宣传
工作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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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全省宣传部
长会议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今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
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小强指出，过去一年来，全市宣
传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绕迎接服务和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新时代湖北
讲习所（咸宁）走在全省前列，“砥砺奋
进的五年”等主题宣传反响强烈，贯彻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主动，基
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成果显著，为全市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凝聚了强大正
能量。希望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再
接再厉，把今年的工作抓得更准、更实、
更紧、更富成效。

丁小强要求，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进一步强
化理论武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今年全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主线和灵魂，继续按照学懂
弄通做实的要求，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
作不断深化、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在学
懂弄通上下功夫，进一步在宣传宣讲上
下功夫，进一步在转化做实上下功夫。

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紧紧
围绕“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提高政治
站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
正确把握意识形态工作导向，切实加强
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坚决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丁小强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小康
和文化强市建设。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目标，推进带动全市精神文明建
设。全面补齐文化小康短板，深入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文化产业培育工程和文
化精品工程。保护延续咸宁历史文脉，
深入挖掘咸宁城市历史，全面推进“红
色宣传工程”，推广应用城市形象识别
系统，打响咸宁城市文化品牌，厚植城
市建设的文化基因，提升咸宁市民素

质。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
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完善党委
统一领导的大宣传工作格局，加强干部
和人才队伍建设，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能力和水平，以强烈责任感
和担当精神把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的要求落到实处。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闫英姿作工
作报告，就2018年全市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长刘复兴主
持会议。

会上，通城县委宣传部、咸安区委
宣传部、咸宁日报传媒集团、市广播电
视台、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作了交流发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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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抓一优”看亮点
服务大众 情系民生
民生银行咸宁支行特约刊登

客服热线：95568

苹
果
手
机
扫
码

安
卓
手
机
扫
码

中共咸宁市委机关报

www.xnnews.com.cn

2018年3月9日
戊戌年正月廿二

国内统一刊号：CN42—0039

代号：37—25

星期五
第11743期 （今日8版）

XIANNING DAILY

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银泉大道198号咸宁传媒大厦 邮编：437100 新闻热线：18907249111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值班社长：柯建斌 责任编辑：陈新

丁小强在全市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主线和灵魂

储备项目促开工 开工项目促竣工 竣工项目促达产

咸安干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3月1日，通城塘湖镇狼荷
村千亩油菜花正值抽薹期，早发
的油菜花陆续把田野和山岗染
成金黄，呈现一派烂漫生机。

油菜种植户胡中蒲，踩着松
软的泥土，挥着锄头在油菜地里
清沟，身旁的油菜花已经齐腰
深。

胡中蒲今年65岁，是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他家原有三亩
多地，主要种植水稻，加上养猪
和养牛，一年纯收入七八千元。

通城历来有种植油菜的传
统，塘湖镇因独特的地形、地貌
和气候条件，有利于开发成片油
菜基地。

镇里按照“三统三分”的原
则，对成片油菜基地进行统一翻
耕、统一播种、统一施肥，进行分
户起沟、分户管理、分户收割，每
亩提供50斤肥料。在油菜生长
关键时节，农技人员还免费提供
入户指导，帮助农户抓好田间管
理。

在胡中蒲的辛勤劳作和精
心管理下，油菜基地实现丰产丰

收。纯正的菜籽油吸引了不少
市民和游客上门求购，仅去年，
他每亩油菜地增收800多元。

在塘湖镇，像胡中蒲这样的
油菜种植户有265户。还带动
了当地50多户贫困户，在基地
上从事田间管理、菜籽油生产等
农活。

近两年，随着幕阜山旅游公
路建成通车，塘湖镇乡村生态旅游
开发越来越红火，油菜花基地正成
为该镇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

该镇逐年扩大油菜种植面
积，选择优良菜种，打造规模化
示范点。在进行菜籽油、蜂蜜等
农产品生产的同时，积极组织蜂
农到油菜花基地开展中蜂养殖
和蜂蜜酿造，并成功举办“油菜
花观赏节”。目前全镇已建成万
亩油菜花种植观赏基地，形成了
独具塘湖特色的油菜经济。

今年元月，市农业局将塘湖
镇狼荷村油菜花海长廊评为“秋
冬农业开发最美基地”，目前正
积极参加“全省最美油菜花基
地”评选。

油菜花开引客来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嘉 通讯员 郑红萍

三赢兴智能
生产红火
昨日，湖北三赢兴智能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员工在加紧生产。
该公司位于咸宁高新区，总投资

10 亿元，主要生产光电人脸识别、人
工智能模组和智能影像类产品，可广
泛应用于手机、电脑、智能家居、汽车
制造等领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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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23载青春“栽”在荒山上
（详见第四版）

从“国家账本”看新时代国计民生
（详见第六版）

“经过全体党员表决，一致
同意将‘鲫鱼湖’塘流转给向阳
湖湿地公园经营。”3月5日，咸
安区官埠桥镇窑嘴村三楼会议
室，村支书雷夕鹏向参会的全体
党员宣布。

今年，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
要实施包括“鲫鱼湖”塘生态修
复、北岭鸟类栖息地保护区建设
等七大生态修复项目，这些项目
涉及土地征收、流转，与群众利
益息息相关。

可是，群众心里怎样想？是
支持还是反对？这些都事关湿
地公园建设大局。为此，向阳湖
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借助支部
主题党日活动，组织一部分党员
干部走进“鲫鱼湖”塘属地窑嘴
村，倾听党员群众的意见和建
议。

当天，该管理处的另一部分
党员干部则来到了向阳湖镇北
岭村，联合开展支部主题党日活
动。会上，党员干部一边宣传湿

地保护知识，一边介绍项目情况
及完工后给群众带来的好处，美
好蓝图让大家充满期待。

当工作人员播放大批小天
鹅、豆雁、鸿雁在湿地公园内飞
翔、嬉戏的视频时，今年80岁的
党员刘盛平感叹：“多年没有看
到这么多鸟，向阳湖环境变好
了。”

得知该村将建设鸟类栖息
地保护区时，党员们纷纷表示赞
成。党员吴继海说，希望尽快将
示范区建设好，群众可通过发展
旅游、餐饮，增加收入。

“看到大家一双双期待的眼
神，听到一句句实在的话语，虽
然室外春寒料峭，但我们心潮澎
湃，感觉到重任在肩，一定要为
目标而努力。”活动结束后，该管
理处党组书记、主任吴清平说。

湿地公园听民声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莉敏 通讯员 吴翔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
谭昌强报道：8日，全市宣传工作
会议上，中国民协相关负责人宣读
《关于命名湖北省咸宁市为“中国
古瑶文化之乡”的决定》：经考察论
证，命名咸宁市为“中国古瑶文化
之乡”，通城县为“中国古瑶文化传
承展示基地”，在湖北科技学院建
立“中国古瑶文化研究基地”，并举
行授牌仪式。

这意味着，“中国古瑶文化之
乡”成为我市继“中国嫦娥文化之乡”

“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之乡”之后，
获得的又一个国家级文化品牌，古瑶
文化成为咸宁文化领域新坐标。

咸宁是古瑶文化发祥地之一，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古瑶文化形
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古瑶文
化的研究和保护，开展了大量相关
调查和研究，通过组织民俗文化旅
游、举办系列文化赛事、文化遗产
日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促进了
古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据了解，通城瑶风舞蹈《拍打

舞》早在1988年就获湖北民间歌
舞电视大赛金奖，并赴欧洲访问演
出，2007年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2009年获得全国少数民
族艺术节金奖。通城县大坪乡内
冲瑶族村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
落名录和湖北省瑶文化之乡。

目前，咸宁市县乡各级正积极
推进文化、旅游、产业三者深度融
合，构建新型业态，让“中国古瑶文
化之乡”这块品牌在新时期焕发更
加夺目的光彩。

我市再添国家级文化品牌
中国古瑶文化之乡

本报讯 记者朱哲、吴钰、通讯员李炯报道：8
日，咸宁高新区和捷通（咸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
约，安利XS饮料项目正式落户。市委书记、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安利（中国）总裁、捷通（咸宁）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余放出席签约仪式。

丁小强对安利XS饮料项目正式落户咸宁高新
区表示欢迎。他说，咸宁交通区位好、自然资源丰
富，是投资兴业的好地方。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自觉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聚力生态保护修
复，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进美丽咸宁建设，全
面提升环境质量。凭借这些优势，一批投资规模大、
科技含量高、社会效益好的项目落户咸宁，有力地支
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丁小强指出，当前，咸宁正在重点打造食品医药
等五大千亿产业，着力做好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农
业、全域旅游三篇大文章，加快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
业增长极。咸宁良好的水质，已经吸引了红牛、今麦
郎等一批食品饮料相继落户。与之相伴的是，接踵
而至的饮料罐体、瓶体生产厂家，以及包装厂家等配
套产业链条。市委市政府将秉承“产业第一、企业第
一、环境第一”的理念，竭诚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优
惠政策和优良环境，搭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直通车，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和问题，让企业在咸宁发展得好，
获得良好回报。

余放说，安利（中国）被咸宁绿色发展理念所打
动，咸宁各级政府部门高效的行政审批效率更是令
人感动。负责项目运营的捷通（咸宁）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将抓紧推动项目实施，确保项目早日全线投产，
为咸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据悉，该项目预计今年7月份建成投产，年产量
将达1.5至2亿罐。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何开文，市委常委、市委
秘书长张方胜，咸宁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夏福卿参加
签约仪式。

安
利
饮
料
项
目
落
户
咸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