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站：嘉鱼县【亮点】
★武深高速嘉鱼北段
该项目的建成将增加武汉市快速出

口路公路网密度，加大快速出口路覆盖
范围，完善区域高速公路网布局，缩短
嘉鱼至武汉的距离，加快武咸同城化进
程，嘉鱼将真正进入武汉1小时交通圈。

★蓝洋环保科技
项目于2018年10月上旬投产，预

计年产PU、PE、UV、水性家具涂料产品
1万吨，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年税收
10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50个以上。

★武汉嘉诚汽配
该项目由柳州市嘉诚汽车饰件系

统有限公司全资投资，位于武汉新港潘

湾工业园，总投资 6亿元，占地面积
343.11亩，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系统
零部件及软化内饰材料的研发、制造、
生产与销售。

【观点】
嘉鱼埋头苦干、担当作为，经济社

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积极创建省级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积极推进全
域旅游发展，文旅增色添魅力；开展信
访维稳百日攻坚、项目建设百日攻坚、
精准脱贫百日攻坚、环保治理百日攻
坚，百日攻坚壮实力；积极推进基层党
建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党建引领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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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思路 比项目 比作为
——市拉练检查团赴咸宁高新区嘉鱼赤壁崇阳通城检查实录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哲 见习记者 吴文谨

距2018长安福特
环梓山湖国际超百公里
极限挑战赛
开跑还有 7 天

2018年咸宁市将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请
支持、配合普查员工作，如实填报单位清查相关内容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五届年会10
月18日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论坛年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
重要动力。人类始终在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

展。太湖世界文化论坛这次年会
以“文化对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主题，有助于各方增进沟通、
凝聚共识、深化合作，促进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强调，中国主张建设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
型国际关系，呼吁各国齐心协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
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
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
文明互学互鉴成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携手分享
发展机遇、应对共同挑战，建设更
加美好的世界。

习近平向太湖世界文化
论坛第五届年会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祝宝成、江世栋报道：十
一黄金周，梓山湖松鼠部落景区人气爆棚，
累计接待游客7.5万人次，该景区补齐了我
市亲子游业态短板。

“虽然每天来玩的人很多，但购票和游
玩秩序都很好！”10月8日，梓山湖松鼠部落
景区市场部经理谭爱玲说。

据了解，梓山湖松鼠部落景区是通过精
准招商落地我市的。去年5月，市招商局在
参加烟台招商活动时了解到，松鼠部落在成
都的经营非常火爆，还想在武汉周边布局设
点。

获知这一信息，市里马上派人找到松鼠
部落有关负责人，推介梓山湖的优势。双方
一拍即合。松鼠部落在梓山湖是见缝插针
式建设，既节省投资又高效用地，被省联投
誉为精准招商的成功案例。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一
号工程来抓，出台系列政策，推出了精准招
商、产业招商 、资本招商等招商引资新模式，
壮大了新兴产业。

产业招商，就是围绕咸宁资源禀赋和产
业基础，做到资源互补、产业配套。通城三
赢兴电子产品供不应求，生产速度快，原有
规模受到限制。我市通过存量招商，对接咸
宁国家高新区空置厂房，促成该厂实现半年
投产。三赢兴电子、奕东电子是我市从深圳
招引进来的新兴电子信息产业，既降低了经
营成本，我市在招工上还给予保障。我市还
从用地、人才、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引进了落
雁湖未来城、康美药业等一批文旅康产业。

资本招商，是政府成立引导基金，成为
招商引资的新模式。我市成立香城产业基
金50亿元，以湖北省长江基金为支持，通过
基金带项目的方式，目前落地咸宁的项目有
50个。我市还通过重资产招商，孵化成长一
批互联网企业，形成省级孵化器5家，入驻咸
宁国家高新区创业项目300余个，天助网、
方片科技网络年上交税收上百万元。

我市推进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相结合，
每年举办一次全球人才峰会、院士专家咸宁
行，推出南鄂英才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来
咸宁投资创业。5月23日，我市举办首届

“南鄂英才”颁奖仪式，清华大学副教授伍
晖、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宋恩民等9人获得上
千万元项目扶持资金。

目前，我市一批传统产业通过招商引
资，转型升级，逐步形成了电子信息、应急产
业、汽车及零配件制造、医药健康等新兴产
业。

元至9月，我市新签约项目621个，协议
投资总额1510.7亿元，到位资金805亿元，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1000亿元的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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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
员熊俊报道：16日，新版通城县
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上线运
营。这标志着在全市推进党政
网站集群集约化建设中，通城县
率先完成县（市、区）政府网站的
集群集约化建设。

今年5月，市委办公室、市
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推进
咸宁党政网站集群建设工作的
通知》。通城县政府办接到通知
后，迅速成立专班，与咸宁日报网
络传媒中心联系，并率先签约，启
动政府网站集群集约化建设。

新版通城县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严格按照“国务院政府网站
发展指引”和“湖北省政府网站
管理办法”要求，确定网站架构、
栏目和功能，同时对网站原有数
据进行迁移，数据迁移率达
100%。新版通城县人民政府
网站美观大气，功能齐备，成为
我市党政网站集群建设的标杆
网站。

据悉，全市其余五个县（市、
区）政府网站集群集约化建设工
作目前均已启动，部分市直党政
网站集群集约化建设已经完成，
全市党政网站集群集约化建设
正按计划稳步推进。

通城率先完成党政网站集群建设

秋意盎然，丰收喜悦处处涌动；竞
相发展，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干得怎么样？季考亮一亮。18
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
强，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率市拉练

检查团赴咸宁高新区、嘉鱼县、赤壁市、
崇阳县、通城县，对三季度项目建设进
行“大检阅”。

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市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汉桥，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程良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何开文，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
胜，市委常委、咸宁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杨良锋，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
协领导，咸宁高新区、各县市区主要负

责人，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拉练
检查。

大家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议，比
思路、比项目、比作为，踊跃交流，氛围
热烈。

【亮点】
★三环恒润C-EPS控制模块研发

制造
公司采用国际标准和最新技术，与

国际知名转向机厂、电机厂合作，开发
了高端的基于无刷电机的EPS电控系
统和低成本的基于有刷电机的EPS电
控系统，其技术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
水准。

★安利XS饮料
经营范围为开发、生产、加工、销售

预包装食品(含保健食品)、碳酸饮料(汽
水)类、果汁和蔬菜汁类、蛋白饮料类、
运动营养饮料类、包装饮用水类、茶饮
料类、咖啡饮料类、植物饮料类、风味饮
料类、特殊用途饮料类以及其他饮料
类，主要生产XS饮料。

★宝仕康药业
该项目由湖北宝仕康药业有限公

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及建筑面积130
亩，主要产品是生产医用小容量注射
剂。

★海岳印刷包装产业园
公司主要经营范围为出版物印刷、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和其他印刷品印
刷。项目建成投产后，年生产能力30
万令纸。

【观点】
三季度，高新区把“三抓一优”作为

经济发展的主引擎，立足“一瓶水”“一
部车”“一座城”，全面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经济上呈“三进”之势：工业经济
逆势而进，有效投资持续跟进，动能培
育有序推进；招商上发“三动”之力：高
位推动抓招商，部门联动抓招商，诚意
打动抓招商；项目上有“三抓”之为：在
总量上抓好投量，在速度上抓紧调度，
在用心上抓出信心。

第一站：咸宁高新区

聚焦咸宁改革新亮点⑿

【亮点】
★赤壁市创新聚集区
该项目位于赤壁市陆水河滨，园区

总体规划建设面积36000平方米，一
期规划面积11000平方米，划分科技
孵化园、金融信息港、人才超市三个板
块。截至目前，创新聚集区已引进签约
项目66个。

★武汉高正新材料
主要经营碳纳米管功能母料、塑料

功能属性改性材料、高分子薄膜的制
造、销售；新材料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
咨询、转让和服务；从事各类商品的进
出口业务。

★银轮油冷机
该项目由中国换热器龙头企业银

轮股份的全资子公司赤壁银轮工业换

热器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通过设备自
动化改造，结束传统的人工作业，提升
企业的人均产值，提高企业的制造工艺
水平。

【观点】
赤壁市全力打好重大风险防范、精

准扶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全力推

进 乡 村 振 兴 ，启 动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2018—2022）规划，出台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先期启动了 20 个
示范村、10 个田园综合体、3条农业休
闲观光线路示范打造；全力推进赤壁长
江大桥、华舟应急二期、维达力二期、中
国铝业二期、市体育中心、生态新城等
重大项目建设；全力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全力优化营商环境。

（下转第二版）

第三站：赤壁市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谭昌强、
见习记者刘念、通讯员熊铁山报道：
10月18日晚，嘉鱼首届鱼文化乡村
旅游节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在该县
文体会展中心体育场隆重举行，为期
十天的嘉鱼首届鱼文化乡村旅游节
正式拉开帷幕。

在嘉鱼县歌《水乡嘉鱼》开场歌
舞的优美旋律中，晚会正式开始。多
个精彩文艺节目相继上演，现场不时
响起阵阵热烈掌声和欢呼声。嘉鱼
本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呜嘟也在
晚会上演奏。一万多名观众现场观
看了晚会。

嘉鱼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号
称“百湖之县”，盛产各种鲜鱼。嘉鱼
历史悠久，文化沉淀丰厚，蕴藏诗经
文化、三国文化、南宋文化、呜嘟文
化、“嘉半朝”文化、鱼文化、说唱文化
等特色文化遗产，尤其是鱼文化具有
厚重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近年来，嘉鱼全力推动“湖北经
济强县、临港生态新城”建设，经济快
速发展，城乡深刻变化，民生持续改
善，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施旅游强
县战略，全域旅游建设全面铺开，国
家乡村公园、恋江湖、金色年华、康丰
源等一批重点旅游项目加快建设，为
办好鱼文化乡村旅游节提供了良好
基础和平台。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本届鱼文
化乡村旅游节的举办，旨在搭建嘉鱼
县文化、旅游、商贸融合的平台，促进
乡村振兴、全域旅游发展，以节会为
契机，推动经济发展，改善城市面貌，
全方位展现嘉鱼厚重的历史文化和

开放的城市形象；以鱼为媒，推介嘉
鱼旅游资源、产品和人文环境，提升
嘉鱼的知名度美誉度，带动乡村发
展，推动嘉鱼高质量发展。

旅游节期间将陆续举办第17届
“嘉鱼金色年华杯”全国新闻界网球
大赛、首届嘉鱼鱼文化乡村旅游节美

食节、首届嘉鱼鱼文化乡村旅游节全
鱼宴厨艺大赛及全鱼宴品鉴会、中央
电视台7套乡村大世界特别节目《丰
收中国》现场录制、2018中国湖北嘉
鱼“首届鱼文化乡村旅游节”杯生态
休闲钓鱼大赛、首届嘉鱼鱼文化乡村
旅游节大型音乐焰火晚会、湖北省舞

龙舞狮锦标赛各项活动。
晚会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

会向嘉鱼县授予“中国鮰鱼之乡”荣
誉称号。

据悉，嘉鱼县将从今年开始，持
续举办鱼文化乡村旅游节，促进乡村
振兴，打造湖北全域旅游名县。

诗经嘉鱼雅 二乔故里俏

首届嘉鱼鱼文化乡村旅游节开幕

图为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现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