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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丁小强强调，广大民营企业家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当好新时代
咸宁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聚精会
神办企业、搞经营，努力助推咸宁经济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转型升级、做大做
强；要驰而不息练内功、树形象，加快增
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抢占市场制高
点，努力打造更多咸宁名牌；要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命运、企业前
途与国家和地方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主动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积极投身咸宁高质量发展火热
实践，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办
好企业，推动我市民营经济实现更大发
展，创造更大业绩。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倪贵武、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罗堂庆、咸宁高新区主
任夏福卿参加会议。

皇菊丰收
13 日，通山县燕厦乡湖
畔村贫困户正在基地采摘、
打包皇菊，准备外销。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帮
助贫困户脱贫摘帽，今年来，
市食药监局驻村工作队筹措
资金近 20 万元，将该村废弃
多年的旧砖厂进行平整后，
组建通山湖畔贡菊种植专业
合作社，带动 100 余名贫困
群众规模种植皇菊。目前，
该村 30 多亩皇菊已进入成
熟采摘期，预计亩产值可达
6000 元。

丁小强赴崇阳县调研侧记
——

心，共同开创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
丁小强要求，要大力营造重商、亲
商、爱商、富商、安商的发展环境，一如
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
大。民营经济是“内生经济”
“ 百姓经
济”
“富民经济”
“活力经济”。咸宁经济
要活，民营经济必须要活；咸宁经济要
强，民营经济必须要强。要聚焦当前民
营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切实帮助
民营企业融化市场的
“冰山”
、削低融资
的“高山”、跨越转型的“火山”；要在培
育壮大市场主体、推动政策落实、强化
要素保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保
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五个方面上下功
夫、见实效，不断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好
发展环境，推动咸宁民营经济实现新一
轮大发展。

周荣华

不时记录并插话询问，与企业家们沟
通交流。
丁小强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
话精神，不断坚定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
决心、信心和雄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
度重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始终
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
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全市各级
各部门和广大企业家要从树牢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践行
“两个维护”
的高度，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学习好，结合咸
宁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好，切实把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推动民营经
济发展的行动指南，转化为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坚定的决心和信

农 村“ 两 委 ”换 届 工 作 进 行 得 如
何？精准扶贫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没
有？脱贫成果如何巩固？11 月 15 日，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带
着这些问题，深入到崇阳县调研基层党
组织建设，开展第 8 期脱贫攻坚调研活
动，进村入户，走访贫困户。
冬雨蒙蒙，沿着崎岖的山路，丁小
强来到崇阳县石城镇宝林村。这个村
是石城镇最偏僻的村，今年计划全村脱
贫出列。在村党员群众服务中心，丁小
强和刚当选的村支委成员深入交流。
“两委”换届投票率多少？有多少流动
党员没有回来？支部新发展党员多
少？村级收入多少？村里有哪些产
业？……丁小强仔细询问。得知该村
已顺利选举产生村支委和党支部书记，
而且有一名“千人计划”成员时，丁小强
指出，要按照省市要求，做好村“两委”
换届工作。
“两委”成员要从严把握资格
条件，坚持德才兼备，把政治标准放在
首位；要按照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
行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要求，
选优配强村党组织书记。
村干部汇报，宝林村今年村集体收
入可达到 9.4 万元，可实现整村脱贫出
列。丁小强发现宝林村山地多，冬闲田
抛荒多。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引导百姓
适度规模流转林地，引进种养大户，发
展油茶、茶叶、水果等特色产业，巩固脱
贫成果。
丁小强来到石门村 2 组，这里正在
利用原村钒厂兴建六月六生态养猪专
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携手正大集团公
司，采取
“政府+合作社+农户+银行”养
殖模式，带动石城镇石门、新桥、白骡、
神口、长坪、西庄、塔坳等 7 个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建成后可养肥猪 4800 头。
污水如何排放？产业如何配套？农户
怎样参与？丁小强详细了解项目情
况。他指出，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增加农户收入的有效途
径，是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要统筹谋划，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激活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丁小强来到石城镇大寨兴宛、路口镇宜民佳宛，看望这里的异地
搬迁安置贫困户。这两个小区是崇阳县新建的易地搬迁扶贫安置小
区。全县易迁对象 2157 户 7036 人，目前已完成 1822 户建档立卡易
地搬迁任务，335 户 1063 人搬迁房已完成建设，正在搬迁入住。丁
小强看望了龚仁池、吴海明两户贫困户，察看他们的新房，了解他们
的收入来源，询问有什么困难问题。他要求当地政府抓好安置点的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要结合文明创建工作，美化安置点生活环境。
要在党建引领下，
抓好社区治理，让广大易地搬迁户安居乐业。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方胜和副市长汪凡非参加调研。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见习记者吴
文谨报道：11 月 15 日，市委书记、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丁小强主持召开全市促
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切
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转化为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以坚定
的决心和信心，共同开创我市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何开文、
张方胜、周勇出席会议。
会议 传 达 学 习 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全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
精 神 。 会 上 ，吴 宇 星 、胡 振 亚 、张 德
胜、魏艳香、邱武、汪定邦等民营企业
家代表畅所欲言，结合企业自身发展
实际，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意见和
建议。丁小强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

殷殷深情系民生

丁小强在全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我市 14 家供销社组织

获评全国标杆示范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黄学均
朱丽莹 摄

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

一个酒香四溢的醉美景区
全域旅游新看点（3）
本报讯 记者庞赟、张仰强报道：
11 月 5 日，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里，82
岁的胡香玉老人一下车，顾不上长途跋
涉的劳累，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向酒文
化馆。
“一路走来，虽然很累，但是却很值
得！”胡香玉老人告诉记者，她是武汉
人，这次出门旅行去了很多地方，将最
后一站定在咸宁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
因为她以前是黄鹤楼酒的忠实爱好
者。
“ 年轻的时候，只知道品酒，现在才
算了解了黄鹤楼的酒文化，不枉此行！”
老人花了将近 2 个小时的时间，把小镇
游了一个遍。
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位于咸宁高
新区内，占地近千亩，是全国少有的在
厂区内拥有森林、湖泊、山地等自然资
源和独特洞藏洞酿环境的美酒生产基
地。今年 9 月份，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我市黄鹤楼森林
美酒小镇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该
景 区 也 是 全 省 首 家 工 业 旅 游 4A 景

区。在这里，市民既可以欣赏大自然的
美景，又可以感受传承千年的酒文化魅
力，体验亲自酿造美酒的乐趣。
5 日下午，记者来到了黄鹤楼森林
美酒小镇，蒙蒙细雨下的小镇，别具一
番风味。
酒文化馆里，从接地气的“香城壹
号”到最新研发出来的高端产品，几大
系列酒品一一陈列，一目了然，还有独
特的中国浓香型白酒完整的工艺流程
展示。
200 多亩的“酒香花果山”上，黄灿
灿的橘子和胡柚正挂在枝头，等待游人
的采摘。黄鹤楼酒业有限公司咸宁公
司总经理李良介绍，山上种有枇杷、大
枣、苹果、西瓜等 20 多种果树，确保游
客四季都能采摘到鲜果。
“醉欢落樱园”里，种植了 500 棵樱
花树。每到 4 月初，粉色的、白色的樱
花开满枝头，绚丽夺目……有了它们，
我们在家门口也能欣赏樱花盛景。
“咸宁是一座新兴的旅游城市，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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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魅力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客
人。黄鹤楼酒，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我们将厂区打造成景区，正是响应市委
市政府的号召，让更多的人走进黄鹤楼
酒，了解我们的酒文化，让这里成为咸
宁的又一张文化名片。”李良说，黄鹤楼
森林美酒小镇总投资 5 亿元，景区从
2008 年开始建设，2012 年建成投产，
厂内现有员工 380 人，其中 90%都是咸
宁 当 地 人 。 2015 年 ，公 司 上 缴 税 收

2700 万元，2016 年上缴税收 6700 万
元，2017 年上缴税收 1.2 亿元。
如今的黄鹤楼森林美酒小镇，交
通区位优越、自然景观优美、生态环境
良好，有相应的旅游设施和服务场所，
集观赏、研学、展示、休闲、康养、购物
等功能与一体，观光游览线路与厂区
内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建筑景观、科
技成果等内容紧密相结合，具有独特
魅力。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通讯
员李建英报道：12 日，记者从市
供销社获悉，我市 14 家供销社
系统基层组织被评为 2017 年度
全国供销合作社基层社标杆社
和 2017 年度全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社。
名单显示：赤壁市小柏供销
合作社、嘉鱼县簰洲供销合作
社、通山县九宫山供销合作社、
咸安区汀泗供销合作社 4 家供
销合作社被评为 2017 年度全国
供销合作社基层社标杆社。赤
壁市陈家咀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崇阳县青港白茶专业合作
社、嘉鱼县望凯生态养殖专业合
作社等 10 家专业合作社，被评

我市加强内部审计机构建设
本报讯 记者汪俊东、通讯
员高书兰、胡澄报道：11 月 14
日，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
强内部审计工作的意见》, 加强
内部审计机构与制度建设。
“意见”从内部审计工作
的重要性、内部审计机构与制度
建设、内部审计机构权限、职责
和实施程序、内部审计工作的指
导和监督四个方面作出明确规
定。行政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下属独立核算单位 3 个及以上
或年度财政财务收入或支出
3000 万元及以上的；国有企业
及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 3000 万
元及以上，且下属控股子公司 3
家及以上的；内部审计工作未设
置政府审计机构的省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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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17 年度全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社。
近年来，我市供销社系统按
照农业生产服务方式创新、农产
品流通水平提升、城乡社区综合
服务拓展、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等
方面内容，着力培育一批综合实
力强、服务功能全、与农民联结
紧密的基层社标杆社，带动全系
统基层社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服务功能进一步提升。
目前，我市共发展全国总社
基层社标杆社 12 家；全国总社
示范社 26 家，农业部等九部门
认定的国家级示范社 5 家，省供
销合作社示范社 28 家，省农业
厅等部门认定的示范社 9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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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市级中心镇或年度财政
财务收入或支出 3000 万元以上
的乡镇，要明确内部审计机构，
配备专职审计人员。规模较小
的单位，可实行内部审计与监
察、组织、人事、党办整合，设置
履行内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
配备专、兼职审计人员履行内部
审计职责。
“意见”规定，审计机关可以
采取组织自查与重点抽查相结
合等方式，聚焦内部审计项目的
计划、实施、报告、整改等环节，
组织开展对被审计单位内部审
计工作情况的专项检查，并将检
查情况通报，督促被审计单位及
时整改，积极推动被审计单位规
范内部审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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