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区”之：梓山湖大健康产业示范区

江南里总体鸟瞰图 绿地悦水湾总体鸟瞰图 梓山湖蜜月湾

梓山湖·江南里
用地规模：约1300亩
主要建设内容：围绕“医养结合”核心理念，采取“医养+”创

新模式，建设养老医院、养护中心、养老住宅三大功能区，力争打
造湖北乃至全国独具特色的CCRC医疗养生品牌。

梓山湖·蜜月湾
用地规模：约147亩
主要建设内容：以装配式建筑为特色，围绕爱情主题，打

造浪漫水乡，形成喜帖街、蜜月号爱情主题专列、玫瑰园、蜜
月主题集装箱酒店等主要功能板块，打造中高端休闲度假圣
地。

梓山湖·绿地悦水湾
用地规模：约1839亩
主要建设内容：以休闲度假、健康养生、名校教

育、运动休闲、文化体验为核心，谋划文化商旅、健康
科教、运动休闲三大主题产业板块，构建梓山湖康养
小镇产业体系。

“一城十区”系列解读③
主办：咸宁市城乡规划局

梓山湖大健康产业示范区位于咸宁城
市功能区最北侧，紧邻武汉市江夏区，是咸
宁与武汉同城一体的桥头堡，也是全省区
域性健康产业发展和高科技研发产业转化
的重要承接地。

规划区依托斧头湖世界级湖区建设，
结合丰富的滨湖岸线，落实咸宁“大健康、
大旅游、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养在
咸宁”工程，大力发展养老地产、健康医养、
中医药养生、教育培训、运动休闲等生态健
康产业，推进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工作，打造
全国健康养生养老示范区。

控制区域及规模：北至咸宁市域边界，
西至斧头湖和梓山湖大道、南至银湖大道、
东至武广高铁，总控制用地面积约为46平
方公里。

功能定位：区域大健康产业示范区、推
广区、体验区、聚集区

主导产业：健康养生、健康医疗、健康
培训、健康休闲、健康地产

发展模式：特色小镇群（养生、爱情、金
鸡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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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日前，退役
军人事务部等军地12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
出，退役军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促进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对于更好实现退役军
人自身价值、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
防和军队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明确，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政府推动、政策
优先，市场导向、需求牵引，自愿选择、自
主作为，社会支持、多方参与，调动各方
面力量共同推进，保障退役军人在享受

普惠性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公共服务基
础上再给予特殊优待。

《意见》要求，提升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能力，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培训
体系，将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纳入国家学
历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依托普通高校、
职业院校等教育资源，促进现役军人与
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相衔接、学历教育与
技能培训互为补充，不断改善知识结构，
提升能力素质。加大就业支持力度，机
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招收退役军
人适当放宽年龄和学历条件，同等条件
下优先招录，加大从退役军人中招录公
务员的力度。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
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符合条件

的可享受税收优惠。强化就业服务，实
施后续跟踪扶持，对出现就业困难的退
役军人及时提供帮扶。

《意见》还要求，优化退役军人创业
环境，政府投资或社会共建的创业孵化
基地和创业园区可设立退役军人专区，
有条件的地区可专门建立退役军人创业
孵化基地。退役军人创办中小企业，享
受金融和税收优惠，鼓励社会资本设立
退役军人创业基金，拓宽资金保障渠
道。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全国
贯通、实时共享、上下联动的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服务信息平台，成立就业创业指
导团队，引入社会力量支持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

《意见》强调，要把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健全工作机
制，明确任务分工，纳入绩效考核，加强
监督检查，严格追踪问效，确保政策落实
落地。对在中央政策之外增设条件、提
高门槛的，坚决予以清理和纠正；对政策
落实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的，及时督查
督办；对严重违反政策规定、造成不良影
响的，严肃追究责任。要加强思想政治
和择业观念教育，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典型，弘扬自信自强、积极向上的
精神风貌，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发扬人民
军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退役不褪色、
退伍不褪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
业中再立新功。

12部门联合发文部署

大力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 美国

迎回朝鲜战争士兵遗骸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日电 美国军方近日在夏威夷

举行仪式，迎回此前由朝鲜归还的部分朝鲜战争士兵遗骸。
美国副总统彭斯参加了当天在夏威夷珍珠港－希卡

姆联合基地举行的遗骸迎回仪式。朝方此次共归还55具
遗骸。

驻韩美军7月27日确认，55具由朝鲜归还的遗骸当天
上午从朝鲜元山运抵位于韩国京畿道的驻韩美军乌山基
地。在举行正式交接仪式后，遗骸将运至美国夏威夷。

美朝领导人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并签署联合
声明，商定搜寻朝鲜战争战俘和失踪人员遗骸，同时朝方将
归还已确认身份的美军遗骸。两国代表7月15日在板门店
举行将官级别会谈，讨论了朝鲜归还美军遗骸的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梁耀报道：近日，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督查组，全面
督查高温季节食品安全监管和旅游景区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确保
市民饮食安全。

督查组一行首先实地查看了崇阳县
天城镇茅井村“一书四员”、高温季节农
村集体聚餐监管和食品安全知识进农村
等工作开展情况。督查组强调，高温季

节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农村集体
聚餐是食品安全事故的高发区，监管部
门要高度重视。

在查看了通山县隐水洞、九宫山风
景区旅游食品安全监管和食品安全示范
游景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
后，督查组指出，旅游景区是我市对外的
窗口，是咸宁的名片，是咸宁绿色崛起的
重要支撑，游景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

范创建工作至关重要。督查组要求该县
首先要针对高温潮湿时节蚊虫滋生、食
物容易变质，食物中毒风险增高的实际
情况，重点把好冷饮食品、凉菜、熟肉制
品、生鲜等重点食品的监管，严防食物中
毒事件发生。要与旅游部门密切配合，
争取政府支持，抓好旅游景区食品“三
小”升级改造和明厨亮灶建设。要学习
借鉴外地游景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

创建的先进经验，力争一到两个旅游景
区通过省局食品安全示范创建验收，拿
到咸宁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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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香城蓝盾 方便随手举报

市食药监局加强旅游景区食品安全督查

（上接第一版）
该县整合中小企业创业基地和经济

开发区共享资源，成立了涂附模具产业
园，总投资10亿元的玉立樊牌新城建设
已基本完成，1号、2号车间均已投产。通
过推行先进生产理念，引进进口高端设
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1-3年内，玉立集
团产值可望突破30亿元。

在工业项目方面，该县通过回归创
业、招商引资，相继引进了金虎砂纸、盛世
机电、强邦涂料、中研模具、海丰纸业、宝
塔造纸、宝塔纺织等行业企业，在开发区
内建成了以玉立集团为龙头的涂附模具
产业园。

在优势资源方面，该县将国有企业优
质资产优先注入优势企业，引导新上项目
围绕特色产业延伸链条。原县石材厂、水
电砂布厂、甲醛厂等小企业改制后，企业
原用地优先卖给涂附模具产业龙头企业
湖北玉立砂带集团，为其进行二次创业增
加了活力。

在科技投入方面，形成了以玉立为龙
头，集研发、生产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与其配套的化工、造纸、磨料、包装等延伸
企业已发展到10多家，年产值达30 亿
元。通过产学研合作与加快技术开发，玉
立砂带已获省高新技术企业称号，成为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

倾力打造“世界砂布之都”

通城涂附模具产业集群未来发展目
标是什么？

副县长项小斌表示，力争通城涂附模具
产业5年内销售额达到60亿元，10年内成
为全世界涂附模具产业制造中心、研发中
心、销售中心，倾力打造“世界砂布之都”。

日前，通城涂附模具产业正积极融入
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着力点，加快工
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进程，以德国工业4.0为
模式，在中国制造2025的框架内大力推进
智能制造、物联网应用信息管理、电商平台
开发、信息网络服务平台打造，实现全球研

发、设计、检测、销售、服务一体化。
通过学习国外营销先进经验，通城涂

附模具产业积极探索新产品投入市场的新
制度，努力抢占高端市场，争取3-5年拿下
国内20亿洋产品的一半市场。按照产品
精品化的要求，改进包装，努力推进出口贸
易，将“通城制造”摆上国外的“模具超市”。

通城涂附模具产业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抓
住我国与东盟建立零关税贸易区的机会，
把产品迅速拓展到东南亚市场。另一方
面，进一步扩大玉立、宝塔在国内的生产
规模，采取独资或合资形式，筹建欧洲、北
美基地，扩大国外市场份额。

以色列

警告伊朗不要关闭曼德海峡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日电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胡近日表示，如果伊朗试图关闭重要石油运输航道曼德海
峡而导致国际海运中断，以色列将联合其他国家组成联盟
坚决加以反对。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海军基地出席海军军官毕
业典礼上做出上述表态。

7月25日，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产大臣法利赫
发表声明说，当天早晨，隶属于沙特国家海运公司的两艘
巨型油轮在经过曼德海峡进入红海水域时遭到也门胡塞
武装袭击，多国联军指认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导弹，遭伊
朗和胡塞武装否认。

曼德海峡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非洲大陆东北端
之间，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从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到印度
洋的重要海上通道之一。

叙利亚

政府军即将取得胜利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2日电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近

日向叙利亚军队发表书面讲话说，经过7年多的战斗，叙利
亚政府军即将迎来胜利。

巴沙尔说，叙利亚政府军经过不懈战斗，击败了大批
反政府武装和极端组织武装分子，接连收复大片土地。8
月1日，叙利亚军方还公布了一段记录政府军收复耶尔穆
克盆地的画面。该盆地位于叙利亚与约旦和以色列边境，
是叙利亚政府军此前在西南部唯一没有收复的地区。

过去一年多以来，叙政府军在战场上推进顺利，掌控
的叙利亚国土面积已经从去年初的约17%扩大到目前的
约三分之二。

由于近期叙利亚南部战线逐渐靠近叙以边境地区，以
军加强了在戈兰高地的部署。1日，俄罗斯媒体援引俄罗斯
总统叙利亚问题特使拉夫连季耶夫的话报道说，伊朗军事顾
问已经完全撤离了距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附近地区，伊
朗也撤出了距离戈兰高地85公里以内的所有重型武器。

退休军官
的绿色梦想
8月2日，王成帮在库尔勒市园林局

苗圃为工人们布置工作。
1988 年，新疆军区上校军官王成帮

结束30余年军旅生涯。回到库尔勒市定
居后，王成帮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库尔勒
的园林绿化工作上。

库尔勒市原园林局副局长时强说，
过去十几年间，库尔勒市先后荣获国家
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
绿化先进集体等多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这里面，饱含着王老的汗水。”
据新华社

格鲁吉亚

与北约多国举行年度军演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8月2日电 近日，格鲁吉亚、美国

等13个国家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附近的军事基地举
行年度联合军事演习。

根据格鲁吉亚国防部发表的声明，美国等9个北约成
员国以及格鲁吉亚等4个北约所谓“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参
与国的3000多名军事人员参加了军演。据称，军演的目
的是提高参演国部队的战斗技能并促进相互协同能力，计
划持续至8月16日。

2014年初，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全
面恶化，北约推进欧洲反导系统部署、扩大在中东欧地区
军事存在，并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

俄方则多次指责北约军演破坏地区稳定，并采取反制
措施。1日，俄罗斯国防部公布了俄海军在里海举行军事
训练的画面。从1日起，俄罗斯还在格鲁吉亚邻近的北高
加索地区举行军演，预计将持续到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