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欣向荣的高新区，咸宁发展的主引擎。
近年来，咸宁高新区努力打造咸宁创新驱动先行区、绿色崛起排头兵。如今，面貌日新月异的工业新城

展现在人们面前。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向东宁 摄

工业新城 日新月异

半亩方塘 气象万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刘妹芬 张敏

2日，记者走进赤壁市官塘驿镇幸福
堰村“半亩塘艺术村”，获得的第一印象
是：虽是半亩方塘，但有万千气象。

一条崭新的柏油路直通村中心，一
栋米灰色建筑背倚苍山，坐拥一湾“月牙
池”。“半亩塘艺术馆”字样的牌匾悬挂门
楣。大门两侧的草地上，“随意”摆放着
各种坛坛罐罐，颇有天然混成的艺术氛
围。

据悉，半亩塘艺术村项目是赤壁市
招商引资项目，旨在打造乡村振兴的一

个亮点工程。
该项目总占地40余亩，由鲁迅美术

学院石祥教授设计，鄂州商人胡志才投
资建设。

2016年5月，胡志才应赤壁朋友的
邀约，到赤壁考察投资，路过幸福堰村
时，被这里山水相拥的田园美景所吸引，
萌生了建一处“艺术村”的想法，并且说
干就干。近两年来，胡志才陆续投入
500多万元，建成了半亩塘艺术馆、胡志
才根雕艺术创作室、魏爱卿油画创作室、

宗俊油画工作室、戈石轩奇石藏馆、彭良
慧废铁艺术工作室、泥塑创作室、素食
馆、茶楼、五行精品馆、巴士房车体验馆
等，馆藏各类精美艺术品1500余件。

半亩塘艺术村项目得到了赤壁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赤壁市委书记江斌、
市长盛文军先后前来调研考察，现场办
公解决难题。就在记者采访当天，赤壁
市路政部门为艺术村修通了柏油路。下
一步，赤壁市园林部门还将对艺术村进
行绿化美化。

目前，该项目正在配套建设一座绿
色餐厅，400多平方米的主体工程已经
完工，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胡志才说，他将用毕生精力把这里
打造成一个集观光、游玩、住宿、艺术熏
陶等于一体的绿色天堂，为乡村振兴贡
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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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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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风清
景明、绿意盎然。在思念中
铭祖训传家风，在追忆中继
承发扬先辈风范，于家于
国，传承都是最好的缅怀。

与其他较为喜庆欢愉
的节日相比，清明节更显庄
重，它重在追忆逝者，更重
在蕴于追忆中的坚守与传
承。清明时节，亲人相聚，
深沉的追思串起一段段先
辈的旅程，拾取一个个鲜活
的故事，在祭祀先人、回忆
往事中深化感情、沐浴亲
情、凝聚家的力量。“爱国爱
家”“敬老孝亲”“感恩思进”

“崇德向善”等传统美德，在
温暖又颇具仪式感的团聚
中，悄然融入家族血脉。

参天之树，其根必健。
清明时节，追忆过往，恰是回
望、铭记、传承家风的最佳时
刻。把清明节的缅怀深化为

传承，让好家风代代相传，是
对先人最好的怀念；与时俱
进为家风注入新的内容，是
给予后辈最好的礼物。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
家。无数良好家风的汇聚，
就 能 形 成 良 好 的 社 会 风
气。同样，无数革命先辈的
精神风范，也汇聚成了不屈
的民族精神。民族先烈为
中华崛起而奋进的精神光
耀千秋，为人民谋幸福的情
怀万古长青。

没有不老的人生，但有
永恒的精神。我们在祭奠
先烈中重温民族的苦难记
忆，传承他们对家国的深沉
大爱，为的是激发奋进情
怀，共创更好明天。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
通讯员王琛报道：记者3日
从市水务局获悉，日前，省
发改委、水利厅联合下发通
知，分解下达我市一批2018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水利项
目，计划3.7399亿元，其中
中央资金1.2919亿元、省市
地方配套2.4480亿元。

通知显示，此次下达投
资计划涵盖全市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陆水、富水
主要支流治理，新建余码头
二站，永逸、后垸泵站改造，
斧头湖流域湖堤加固等水
利建设项目。

通知同时对2018年中
央预算内投资水利项目建
设提出具体要求：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要在合

理工期内完成工程建设任
务，保障工程建设质量，充
分发挥工程效益，全面解决
贫困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进
一步提高农村集中供水率、
自来水普及率、供水保证率
和水质达标率；其他水利工
程要按照项目批复等有关
要求，在合理工期内容完成
工程建设任务，保障工程建
设质量，有效控制投资概
算，征地移民工作平稳顺
利，实现项目批复要求的经
济、社会、生态等效益指标。

据统计，截至目前，我
市今年水利项目建设已获
中央预算内投资10.2025亿
元，其中中央资金5.6946亿
元，地方配套4.5079亿元，
创历年新高。

我市一批水利项目
再获中央投资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黄辉
斌、范鑫报道：暖春四月，一股外派劳
务的就业“春风”拂进通山县城。以
贫困户为主体的本地及邻县群众闻
讯而来，寻求一份外出“捞金”的合适
岗位。

3日，通山县人民政府广场上，省
外派劳务招聘会·咸宁（通山）专场如
期举行。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多家外
派劳务企业设置招聘联系点，为前来
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

“工作地点在哪、待遇怎么样？”在
荐杰人力涉外劳务企业联系点，应聘
者张海霞正在询问有关情况。

“这要视具体的工作岗位来定，我
们是外派劳务机构，负责牵线搭桥，如
果方便，你可以写下联系方式和自己
的专长，一有合适岗位，公司会派专人
通知你。”派遣中心总监宋新蕾耐心地
回答着张海霞的问题。

填完表格，张海霞告诉记者，他家
是贫困户，一家五口人，上有老下有
小，妻子因工伤丧失劳动能力，想要找
一份工资待遇高点的工作，哪怕累点
也没关系。

除了涉外劳务公司，中铁十一局
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的直接招聘也
颇受欢迎。截至记者采访时，已经登
记了100多个应聘人员。外事主任李
媛红介绍，公司在越南、印尼等地都有
建筑工程，需要务工人员，只要符合要
求，可以现场办理相关手续，以后再逐
步派往施工现场。

“我会开车，也学过电焊，对外出
工作很有信心。”通山县大路乡湄港村
2组贫困户王明德说，劳务派遣是一次
难得的机会，为了抓住机遇，他还要多
联系几家公司。

据悉，此次活动中，省商务厅共组
织了13家外派劳务、对外承包工程企
业前来招聘，共提供了4361岗位，包
含80多个工种，涉及30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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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是最好的缅怀
○ 何晨阳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特约记者胡
剑芳、通讯员李星、吴丰报道：装胎、充
气、平衡、手工润滑，经十几道工序后才
能下线……4月1日，记者在咸安志研
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看到，一条新研制
的轮胎装配平衡生产线正在进行最后
的质量检测。

该公司位于咸安经济开发区，是一
家专注于车轮自动装配线、车轮轮毂动
平衡摆差检测、轮胎均匀性和动平衡设
备的生产和销售的企业。项目总投资
1.2亿元。

“今年来，我们通过技术改造，使企
业提档升级，竞争力明显增强。”该公司
副总经理罗旭说，公司目前主要为东风
本田、吉利、大众等车企提供装配生产

线，去年销售生产线17条，今年扩大产
能后，已接到12条生产线订单，生产工
期已排到半年后。

志研制造产销两旺的景象，是咸安
项目建设春暖花开的一个缩影。

今年来，咸安区深化“三抓一优”，
聚焦完善产业链，聚焦壮大龙头企业，
聚焦培育产业基地，突出工业招商，打
响绿色发展牌，通过定实目标，划优路
线，倒排工期等措施，力争项目建设打
好主动战，打赢翻身仗。

2月10日，咸安区2018年企业家
迎新春座谈会暨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
动在温泉碧桂园酒店举行。签约活动
围绕文旅养康、智能制造、环保设备
等领域签约了7个项目，总投资107.3

亿元。
2月28日，咸安区今年第一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暨工业技术改造攻坚
战活动拉开大幕，10个重大项目以及
15个工业技改项目正式启动，总投资
66亿元。

元至3月，咸安区四大家领导认真
践行招商引资“一把手责任制”，带队赴
武汉、无锡、襄阳、十堰、北京、广东等地
开展招商活动15次，与4家企业达成投
资意向。

同时，全区4个（镇、办、场）组建
“春季行动”招商引资工作专班，全区10
个乡（镇、办、场）积极发挥招商引资主
阵地作用，共邀请客商35批次，外出考
察8次，签约项目4个，达成投资意向项

目8个，总投资额33.1亿元。
全区15家区直单位、1家功能区组

建“春季行动”招商引资工作专班，6家
区直单位主要负责人主动带队外出招
商，外出考察13次，邀请、接待客商29
批次，策划对外推介项目52个，举行招
商推介活动4次，重点在谈项目27个，
达成投资意向项目10个。

“我们将进一步强化改革创新激发
活力，强化绩效考核增添动力，强化队
伍管理增强凝聚力，强化对外宣传扩大
影响力，精心栽好梧桐树，诚心引得凤
凰来。”咸安区委书记李文波说。

截止3月底，咸安区新签约项目29
个，合同引资总额117.44亿元，累计到
位资金53.85亿元。

打好主动战 打赢翻身仗

咸安项目建设春暖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