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程慧、通讯员孙志
成报道：16日上午，通山县第二季度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县经济开发区举行，
一批涵盖农业生产、工业制造、民生工
程等领域的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为县域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开工仪式上，洪茂木业有限公

司、县城市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项目业主和负责人表示，将加快项
目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见效，为
通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今年以来，该县举全县之力，集

全民之智，强力推进“三抓一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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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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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
激发了社会投资活力。

该县进一步树牢产业第一、企业

家老大理念，切实优化环境，当好服
务企业的保姆，让企业家看到发展的
希望、看到丰厚的回报，持续掀起项
目建设竞赛热潮，加快项目签约落
地、开工建设、投产达效。

据悉，当天，该县集中开工的项目
共计10个，总投资额达30余亿元。

通山

本报讯 记者李嘉、特约记者闫
雯雯、通讯员瞿关心、胡德俊报道：16
日，通城县第二季度项目集中开工仪
式在秀水公园举行。

“这一批项目的集中开工，对进

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集聚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将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新活力。”县长刘明灯说。

当天集中开工的12个项目，既有
重大高新技术项目，也有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项目，还有中医药、旅游等绿
色产业项目，总投资9.1亿元。

通城县委、县政府将始终秉承
“重商扶商”“帮助企业就是帮助自
己”的发展理念，按照“一切围绕项目
干、一切围绕项目转”的原则，抓实项
目引进和开工，抓细项目保障、服务
和推动，以项目建设推动经济发展。

为实现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

见效，该县各乡镇、县直各部门牢固
树立大局意识，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以深化“互联网+放管服”改革为
契机，大力推行“帮代办”“只要跑一
次”等政务服务，竭尽全力为项目建
设提供精准、周到、贴心的服务，把通
城建设成客商投资兴业的美好家园。

通城

持续深化“三抓一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各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 记者吴钰、特约记者胡

剑芳、李星报道:16日，咸安区第二季
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区经济
开发区内举行，总投资54.28亿元的
10个项目齐齐开工，其中工业类项目

7个，其它类项目3个。
此次集中开工的博瑞鑫环境科技、

同展沥青、鑫发金属铸造、汇瑞药品产
业化、韵智捷家具、鄂嘉刀具、湖北华腾
科技设备制造等7个工业项目计划总
投资23亿元；城区中小学学校改扩建、
洪口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智能制造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计划总投资
31.28亿元。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是深入贯彻
市委市政府‘三抓一优’的有力举措
和重要抓手，是倒逼我们各项工作上
台阶的有力举措。”区长魏朝东说，重
点项目的集中开工是在晒成绩单，晒

招商引资取得了哪些成绩，晒产业发
展产业转型做出了哪些成绩，晒营商
安商，发展经济的软环境怎么样。

该区将为客商营造最优的投资环
境，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奋力赶超，推动
四大传统产业和四大新兴产业提档升
级，做大做强。

咸安

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者童
金健、通讯员李瑞丰报道：16日，赤壁
市第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在赤壁高新区鑫海路宝项目建设工
地举行，1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计

划总投资83.5亿元。
今年以来，赤壁市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
略、新要求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咸宁市委、市
政府统一部署，积极开展“三抓一优”
和“重大项目开工月”活动。

该市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本次
项目集中开工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加强资金调度和要素保障，
切实发挥好协调、服务职能，全方位、
全过程主动抓服务、抓落实，切实解
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
保本次开工建设的项目顺利推进。

据悉，本次集中开工的10个重
点项目，涉及到蒲圻办事处、赤壁
高新区、车埠镇、赤马港办事处、赵
李桥镇、陆水湖办事处、新店镇、茶
庵岭镇等8家责任单位，涵盖工业、
农业、交通、旅游等行业，2018年计
划投资10.7亿元。

赤壁

本报讯 记者张敏、通讯员龙钰
报道：16日，嘉鱼县第二季度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在县经济开发区举
行。总投资36亿元的10个项目同时
开工，涵盖装备制造、新型材料、食品

加工、旅游开发等各领域，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6个。

集中开工项目主要分布在县经
济开发区、潘湾工业园、鱼岳镇、陆溪
镇、渡普镇、新街镇等地，其中鱼岳镇
4个，新街镇2个，嘉鱼经济开发区、
潘湾工业园、陆溪镇、渡普镇各1个。

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三抓一
优”工作重心，始终牵牢项目“牛鼻
子”，坚持以项目的大突破和投资的
快增长带动更高质量、更好效益的发
展。一季度，全县固定资产投资、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多项指标位居
前列，取得全市项目建设综合考评第

二名的好成绩。
该县要求各镇、各部门将精力向

项目集中，力量向项目倾斜，要素向
项目聚集，主动担当、主动作为，全力
做好服务。项目业主单位和建设单
位要精心组织施工，加快建设进度，
力争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

嘉鱼

本报讯 记者马丽娅、特约记者
汪淑琴报道：17日，崇阳县第二季度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县经济开
发区丰日大道举行。

当天，该县集中开工的项目有25

个，总投资32.9亿元，包括10个工业
项目，5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个民
生工程，4个农业项目，5个现代服务
业项目。

开工仪式上，县长郑俊华说，这
次隆重举行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

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也是深化
市委市政府“三抓一优”战略部署的
务实举措，更是对全县项目建设推进
的鼓舞鞭策，表明了崇阳一如既往、
一往无前抓项目的坚定决心。

该县要求，要以这次集中开工为
契机，扎实抓好施工力量调配和各类

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遇到的实际
问题，争分夺秒抢进度，一丝不苟抓
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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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推进项目早建成、早投
用、早见效，确保全县项目建设再上
新台阶。

崇阳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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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天气：18～20日受高空槽东移和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可能伴有雷电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如下：18日：中到大雨，偏南风2～3级，24～31℃;19日：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2～3级，23～29℃；20日：中雨转小雨，偏北风2～3级，20～25℃。

“废弃雨水管道已被彻底封堵,管
口附近水质明显改善。下一步将对废
弃雨水管道进行改造后，接入城市污
水管网。”8日，看到县水务部门回复的
整改报告后，嘉鱼县检察院民行部的
检察官们长舒了一口气。

4月上旬，嘉鱼县检察院接到群众
来电，反映该县原县热电厂一废弃雨
水管道变成了排污口，大量生活污水

通过该管道暗排到三湖连江。
该院民行部检察官迅速到实地查

访，发现该排污口为原县热电厂雨水
管道，当三湖连江处在高水位时难以
发现，具有一定隐秘性。未经处理的
生活污水经该管道直排进三湖连江水
库，致使该排污口附近水域发臭变黑，
污水沉淀物在管口附近堆积。

在完成前期调查工作后，嘉鱼县

检察院又委托相关检测部门进行抽样
监测，结果显示该管道所排污水中，粪
大肠菌群、高锰酸盐指数、总磷、总氮、
化学需氧量、氨氮等均不符合《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

4月19日，该院依据相关规定，依
法向县水务局发出督促履职检察建议
书：建议县水务局依法履行行政执法
职责，对废弃雨水管道进行监督管理，

有效制止污水直排。
“督促履职检察建议帮我们发现

了盲点，敲响了警钟。”县水务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收到检察建议书后，
他们迅速组织整改，于4月21日将废
弃的雨水管道封闭堵死，建议书中反
映的污水直排问题得到解决。经连续
监测，目前该片水域水质得到有效改
善。

本报讯 通讯员吴慧报
道：为配合做好赤壁市治理公
路车辆超限超载工作，近日，陆
水湖工商所对区车辆维修市场
进行规范整顿。

该所对辖区内汽车维修经
营户进行集中排查，重点检查
是否存在从事货运车辆维修无
证无照经营、非法改装拼装车

辆（包括擅自改变车辆外廓尺
寸、私自加高栏板、载重质量技
术参数明显不实）等行为，逐户
核查，逐户登记，并填写《赤壁
市车辆维修市场排查登记
表》。通过排查，该辖区内有从
事汽车维修经营户一家，证照
齐全，没有非法改装拼装车辆
的违法经营行为。

陆水湖工商所

整顿规范车辆维修市场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昌
强、通讯员吴忠勇报道：16日下
午，湖北省民兵保障卡首发仪
式在咸宁市民兵训练基地举
行。市委常委、咸宁军分区司
令员来承坦参加仪式并讲话。

伴随着激昂豪迈的《中国
民兵之歌》，咸宁军分区第一批
400多名参训民兵现场领取了
保障卡。

据咸宁军分区战备建设处
参谋冯贤斌介绍，和保障卡一
同投入的还有民兵训练备勤考
勤系统。该系统由咸宁军分区
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分行共

同研发建成，旨在解决民兵训
练难集中、备勤缺监管、经费保
障难监管等问题，实现民兵备
勤训练的动态化精细化管理和
误工补助的精准发放。

来承坦指出，建立“一人一
卡一号”管理模式，既是国防动
员系统民兵调整改革的具体要
求，也是我市大力推进民兵军
事训练改革试点工作的具体举
措。湖北省民兵保障卡在咸宁
的首发，标志着我市民兵军事
训练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
成果，将极大提升全市民兵信
息化管理水平和民兵荣誉感。

我市在全省首发民兵保障卡

通成高新材料试产
11 日，湖北通成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员工在加班生产外销产品。该公司
位于通城经济开发区，总投资 1.6 亿
元，占地面积80亩,是专门生产建筑用
硅酮密封胶、聚氨酯泡沫填缝剂的企
业。

目前，公司进入试产阶段，全部建
成投产后，可实现产值5亿元，提供就
业岗位300多个。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本报讯 通讯员王能朗、
张勇、吴颖报道：为扎实推进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年以来，
通山县组织党员干部“做客”
贫困户家中，通过召开“扶贫
家庭会”，帮助贫困群众出谋
划策。

该县采取“1+N”和“N+1”
的方式包联各村和精准识别贫
困户，各包联干部按照先“深度
贫困”、后“一般贫困”原则，结
合实际情况每周安排一天，由
各村第一书记负责召集包联单
位党员干部、村“两委”班子成

员到贫困户家中召开“扶贫家
庭会”。召开“扶贫家庭会议”
时，各位包联干部根据贫困户的
实际问题，帮助他们算好家庭
账、经济收入账、惠民政策账，有
针对性地“把脉”，开出“良方”，
为贫困户制定脱贫方案。

“扶贫家庭会议”召开后，
各包联干部认真做好跟踪指导
帮扶，对于没有解决或发现的
新问题，根据问题轻重择时再
召开“扶贫家庭会议”，有重点
地反复做好工作，直到贫困群
众真正脱贫为止。

通山党员干部参与“扶贫家庭会”

为贫困群众出谋划策

守护三湖连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明助 通讯员 张琰 王卫军

本报讯 见习记者谭昌强
报道：17日，市直文新广系统

“法律进机关”法制讲座第一期
培训班在市博物馆开班。

市普法宣讲团、市委法律顾
问团成员，湖北科技学院副教授
何于华围绕《宪法修正案》主题，
从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为什么要修改宪法、
本次宪法修改的原则和要求、本
次宪法具体修改的内容、充实宪
法的重大制度规定,对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
重要作用、维护宪法权威捍卫宪
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等六个方
面，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讲解。

市直文新广系统

“法律进机关”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
段志刚报道：17日，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率队
对《咸宁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条
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
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春
桥，副市长、市公安局长胡甲文
出席会议或陪同检查。

执法检查组先后召开了动
员部署会议，听取了市综治办、
市教育局、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
执法及履职情况汇报。听取汇
报后，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小
组先后深入市公安局、水木岚亭
小区、咸宁高新区、咸宁实验外
国语学校、金士达医疗有限公司
等地进行检查。每到一处，王汉
桥都详细询问群众对“禁鞭”规

定的知晓情况，了解在“禁鞭”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

王汉桥指出，要通过执法
检查进一步宣传讲解条例，进
一步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
条例抓好宣传落实，进一步强
化人大履职尽责，抓好执法检
查工作。

王汉桥要求，要提高认识，
按照条例规定认真对待和扎实
开展相关工作；要统一思想，充
分认识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要
将听取汇报和实地走访相结合，
普遍检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明
查和暗访相结合，切实增强检查
实效；要强化举措，推动执法检
查取得成效，推进条例在我市全
面正确有效实施。

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小组

开展《禁鞭条例》执法检查

17日是世界电信日，温泉沃尔玛购物广场前，市公安局、电信咸
宁分公司、国家电网咸宁分公司、市文新广局、湖北楚天视讯咸宁分
公司等10家单位，联合启动“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活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周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