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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
奋力谱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看咸宁如何种好中国改革试验田 ⑨

22日，崇阳县柃蜜小镇风景区。
来自江西、湖南的几辆大巴刚停稳，游客便急

不可待涌向华中首座9D玻璃天桥，玩“心跳”。
金塘镇畈上村由一个寂寂无名的贫困村，变身

炙手可热的“网红村”和旅游名村。类此并非个案。
“中华鸡汤小镇”、“金融小镇”，“砖茶小镇”、“新

材料小镇”等特色旅游小镇如春笋勃发，层出不穷。
短短几年，我市先后荣膺“首批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绿色模范城
市”“最佳人居环境范例奖”“中国魅力城市”等殊
荣。旅游经济指标在全省市州排名第五，在武汉
城市圈除武汉外排名第一，进入全省第一方阵。

今年1-7月，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413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幅均超过20%。

毫无疑问，咸宁旅游正从“＋旅游”走向“旅游×”，
走出一条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跨越发展新路子。

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

“＋旅游”——做大增量

咸宁区位优越，文史流芳，历为兵家必争之
地。赤壁古战场、汀泗桥、贺胜桥、闯王陵等历史
文化符号广为人识；咸宁堪称中部“绿心”，江南

“桃园”，享有“五乡”美誉，生态厚势独特。
但咸宁撤地建市仅20年时间，旅游发展起步

晚，基础设施滞后，要素市场不全，也是不争的事实。
先天不足怎么办？做好“＋旅游”！
做好加法，盘大总量。
据旅游部门介绍，仅今年上半年，全市签约亿

元以上旅游项目16个，总投资近700亿元。
加大传统核心景区和重大旅游项目改造投资，力促九宫山、赤壁

古战场等老景区提档升级。
引进际华园、永安阁、落雁湖未来城、黄龙山风景区PPP项目、金

色年华生态养生谷、131军旅小镇白水畈田园综合体、康美咸宁特色
小镇、瑶族水立方等项目顺利签约并开工建设。

全市旅游重点项目数据库入库项目120个，项目总投资1800亿元。
我市牢牢把住项目建设这一培育旅游核心动能的关键抓手。
谋划策划一批：咸宁长江经济带旅游康养示范建设项目22个，

概算总投资400.1亿元。
招商签约一批：三湖连江“恋江湖”生态文化旅游区项目、五洪山

温泉特色小镇项目、随阳·爱情文化主题旅游度假小镇项目等15个
项目在会上集中签约，项目总投资680亿元。 (下转第六版）

改革名片

试点领衔项目：加快国家级旅游改革
创新先行区建设——咸宁

起止时间：2016年1月—2018年12月

丁小强主持召开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记者：崇阳如何贯彻落实市委五届
四次全会精神?

杭莺：市委五届四次全会通过了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解放思想 担当作
为 全力推进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的
决定》，是新时期咸宁推进高质量发展、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根本遵循。崇阳县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和省委、市委《决定》决策部署，深入开
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提升”活动，广泛
宣传，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为推进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作出崇
阳贡献。

记者：实现高质量发展，崇阳将重
点从哪几方面发力？

杭莺：崇阳将着力抓好经济转型，

提升发展质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着力抓好脱贫攻坚，坚决全面打赢
脱贫“摘帽”攻坚战。着力加强作风建
设，大力弘扬“马真”精神，坚持以项目
化、工程化、系统化方式谋划和推进工
作。

记者：具体如何落实落细？
杭莺：在推进经济转型上，大力发

展机械电子、医药卫材纺织、食品加工、
高新钒产业等重点优势产业集群，推进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实施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工程，推进三产融合发展，加

快现代特色农业建设步伐；推进幕阜山
绿色产业带建设，加快发展全域旅游，
全区域推进电商工程，大力打造经济新
业态；加强美丽乡村示范建设，加快实
施“三乡”工程，推进乡村振兴；着力优
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速度，增强发展
后劲，扩大经济总量，提升发展质效，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脱贫攻坚
上，坚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全
面执行战时工作纪律，全力攻克基层党
建促脱贫、特色产业带脱贫、村级集体
经济助脱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高达标、深度贫困村整体出列“五大堡
垒”，举全县之力，坚决全面打赢脱贫

“摘帽”攻坚战。在推进作风建设上，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持续深化“三抓一优”，确保高
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

专访崇阳县委书记杭莺

坚决全面打赢脱贫“摘帽”攻坚战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王新华 李锦龙

④学习贯彻市委五届四次全会精神系列访谈

本报讯 记者王恬、实习
生全桢报道：8月30日，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我市2018年上半年食品安全抽
检和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情况。

今年，我市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坚持问题导向原则，将监
督抽检与日常监管紧密结合，加
强对食品中农兽药残留尤其是
禁限用农兽药残留、环境污染及
粮食霉变等突出问题的抽检力
度和频次。全市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实现区域全覆盖、产获证食
品生产企业全覆盖、食品品种全
覆盖和生产经营业态全覆盖。
根据监督检查、飞行检查、体系
检查等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组
织开展专项抽检，对于抽检发
现可能存在区域性和行业性风
险的，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强化
监管措施，消除潜在风险。

截至2018年7月31日，全
市共完成食品监督抽检2621批
次，抽检食品类别涉及分别为糕
点、瓶（桶）装饮用水、蔬菜制品、
粮食、食用油、调味品、肉制品、
饮料等28大类。发现不合格

245批次，问题发现率9.35 %，
较2017年同期提高0.92%。

市食药监局总工程师徐向
阳介绍，导致问题的原因主要
为源头污染、生产经营过程管
理不当、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
识不足和当前基层监管人员总
体能力水平与监管任务在一定
程度上存在不适应。

目前，我市对食品抽检不
合格涉及的生产经营单位，按
照食品药品属地管理的原则，
全部移交各地依法进行了核查
处置。我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和处置信息在市食药监局网站
和“香城蓝盾”微信公众号向社
会公布。

同时，上半年，全市共接收
投诉举报线索382条，其中受理
296件，同比增长10%。在所有
的接收渠道中，12331电话是接
收投诉举报信息最主要的渠道，
有163件，占总量的43%，同比增
长33%。全市受理的投诉举报
中，食品255件，占总量的86%，
同比增长35%；保健食品13件，
占总量的4%，同比增长18%。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食品安全抽检和食品药品投诉举报情况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员程
平利报道：30日，市五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丁小强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咸宁市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条例（草案）》、《咸宁市城区
山体保护条例（草案三审稿）》；听
取和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关于检查《咸宁市古民居保护条
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市政府关于2018年上半年全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的报告、关于2017年市级决算和
2018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关于2017年度市本级预算执
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司法体制改革
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市人
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
议《咸宁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咸宁市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

织办法〉的决定（草案）》，审议《咸
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修订草
案）》，会议还审议了人事任免议
案。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逸章、
镇方松、程学娟、肖彬、万春桥，秘
书长王勇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程良胜，副市长吴刚，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倪贵武，市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罗堂庆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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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龙机械二期
厂房框架成型

27日，通山县经济开发区工业园，
星光玉龙机械二期施工现场，钢构厂
房框架结构已搭建成型，即将进入水
电安装和配套基础设施施工。

去年，该公司投资 3.5 亿元，进行
二期建设。新厂区占地160亩，着力开
发国内领先的打捆、打包收获机械。
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8亿元，同时解决
500人以上的就业，并带动下游配套产
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特约记者 孔帆升 摄

2018年4月24日至28日，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湖北，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
和经济运行情况，发表了重要讲话，深
刻阐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湖北改革
发展的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
问题。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光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做好新时代咸
宁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
于我们率先建成全省特色产业增长极、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市上下要把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政治任务，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改革
发展“四个着力”“四个切实”的重要要
求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
握的“五大关系”，按照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体（扩大）会议决策部署，践行新发展
理念，用好长江经济带发展“辩证法”，
全面做好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绿色发
展“三篇文章”，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绿

色崛起战略，解放思想，担当作为，全力
推进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

一、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战
1.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依
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非法校园贷、传
销、互联网金融违法违规等行为，重点
防控涉众型经济犯罪、金融风险和政府
隐性债务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
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做好社会稳
定、安全生产、公共安全、养老保险支付
等方面的社会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坚
决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牢牢掌
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2.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把提高
脱贫质量放在首位，严格执行现行标
准，落实精准方略，下足绣花功夫，按照
既定目标，确保存量10.62万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6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3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强化对插花贫困地
区和非贫困村的指导和帮扶，确保全域
脱贫。以产业扶贫为根本，引导支持贫
困地区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培育

发展特色产业，做好农产品产销对接，提
升贫困户产业收入比重。加快推进易
地扶贫搬迁和农村危房改造，统筹推进
就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全面落
实到户到人帮扶政策。坚持扶贫与扶
志、扶能、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扎实开展“百企帮百村”精准
扶贫行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
贫。建立督查巡查长效机制，推行村级
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扶贫资金监
管，严肃查处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和不正
之风，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确
保脱贫工作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
检验。

3.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长江
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为规矩和导向，把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与
修复摆在首位，集中力量打好十大标志
性战役，落实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大
战略性举措，突出抓好沿江化工企业

“关搬改”工作，全力推进非法码头、非
法采砂、非法排污、非法捕捞、非法采矿
等专项整治。启动长江干流岸线绿化

行动，推进沿江生态复绿、湖泊湿地生
态修复等工作，加强幕阜山区生态修复
与保护，统筹推进沿江生态文明示范
带、咸嘉生态文化城镇带、幕阜山绿色
产业带建设，打造美丽绿色生态廊道。
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幕
阜山区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实施好
自然保护区“绿盾”行动，加快建设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加快推进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市建设，筑牢长江中游生态
屏障。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重点抓好空气扬尘治理、城镇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
重金属污染防控、非煤矿山生态环境恢
复治理等工作。扎实抓好中央、省环保
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完善和落实绿色发
展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
计、生态补偿、环保督察、环境司法责任
等制度机制，深入实施河湖库长制。坚
持从娃娃抓起，加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观教育，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下转第六版)

中共咸宁市委

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
解放思想 担当作为 全力推进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2018年8月17日中国共产党咸宁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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