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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柱、特约记
者童金健、通讯员徐东报道：刚
刚过去的元旦，咸安的夏先生带
着家人去赤壁羊楼洞古镇旅游
了一圈，感触颇深：“原来这就是
万里茶道源头，而且被誉为‘世
界茶业第一古镇’，作为咸宁人，
真心自豪！”

而由卓尔文旅集团投资的
万亩茶园·俄罗斯方块小镇，创
新茶文化体验，提供自然生态与
人文科技相结合的休闲游乐场
景，让游客足不出国便能体验原
汁原味的俄罗斯风情。

去年初，国家旅游局公布的
首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名单中，赤壁榜上有名。

一年来，赤壁把全域旅游作
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抓手，一方面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加快旅游公路、桥梁、旅游
集散中心、旅游厕所、智慧旅游
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休闲旅
游，打造一批田园综合体，全面
增强旅游发展新动能，让旅游业

发展成为强市富民的主导产业。
在升级传统景区上，赤壁三

国古战场累计投入资金近5亿
元，实现了景区的华丽蝶变，景
区游客接待量突破75万人次。
去年10月29日，正式荣获国家
5A景区。

在特色乡村游上，该市重点
推出万亩茶园自行车慢行公园，
位于茶庵镇、新店镇、赵李桥镇
三镇交会的107国道旁。骑行
公路采用彩色沥青混凝土铺设，
宽3.5米，长2400米，纵横交错
于万亩茶园当中，扮靓了整个园
区。

在城区即景区建设方面，该
市重点打造赤马港湿地公园，依
托赤马港河的生态体系，造就了
1.7公里长的赤马港湿地公园文
化长廊。河水穿城而过，行走其
间，以历史文人墨客关于赤壁的
题词等刻成的石碑跃然眼底。

据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创建工作为 2 至 3 年时
间。通过验收的，正式列入“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录。

在升级上下功夫 在特色上做文章

赤壁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1月8日，
梓山湖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咸安区蜜月湾
度假区开启。配套的产业，优越的环
境，美丽的风光，来自湖南、武汉、黄石、
孝感等地上百名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像梓山湖这样的地方，在我市有很
多。近年来，我市大力守护青山碧水蓝
天，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城市，让广
大市民共享发展新红利。

全市“一盘棋”，加快完善规划体
系，重点建设“一城十区二十景”，打造
公园城市的咸宁样板。

市委市政府优化城乡一体化空间
布局，构建以咸宁宜居主城、横沟科学
城、梓山湖大健康城、官埠生态新区、咸
安凤凰新区为核心的新空间结构，形成

“山在城中、城在林中、水绕城转、人在
画中”的大美画卷。

城市建设突出“小精灵”的城市特
质，以公园为景观，以绿色长廊为脉络，
城市处处增花添彩，实现“常年见绿、四
季有花”、全域公园化。

如今，咸宁中心城区彻底改变了原
来的落后面貌。潜山国家森林公园、人
民广场、十六潭公园等建设一新，山水相
依，人文荟萃；碧桂园、绿地、恒大等世界
500强房企相继入驻，一个个“高大上”楼
盘拔地而起。在市中心温泉，爬潜山，逛
十六潭公园，沿淦河栈道散步，成了流行
风尚，市民们获得感、幸福感倍增。

咬定绿色发展不放松，全市坚持
“穿新鞋、走绿道”，全力推进产城融

合。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
动传统产业生态化、特色产业规模化、
新兴产业高端化，构建具有咸宁特色的
绿色产业体系。全市大力实施《中国制
造2025咸宁行动方案》，加快发展新能
源、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绿色新产业，
推动机电制造、电子信息等传统特色产
业智能化改造和创新转型，全力打造农
产品加工、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及
零部件制造、食品医药等五大千亿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全市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8家。

全市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战役，加大对长江咸宁段和幕阜山
片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筑牢长江中
游生态屏障，守护好咸宁的绿水青山。

2018年，我市编制《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关于秸秆禁烧追责问责意
见》等文件，大力实施禁煤、禁鞭、禁烧，
加强非煤矿山、城市扬尘、机动车尾气
污染防治。全市淘汰营运黄标车，全面
推广新能源公交车，成为全国低碳公交
城市。2018年，咸宁空气质量在全国
169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19位，成为
全省唯一入选“20个空气质量相对较
好城市”的地级市。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
力蓝皮书》披露，咸宁生态城市竞争力
排名全国第8位。如今的咸宁，是全国
首批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全国绿化模
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全国最适宜人居城市。

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城市

咸宁：共创发展新未来

咸宁南玻光电玻璃

引进新生产线
12 日，咸宁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

司技术员在操控机器手臂进行生产。
为抢占超薄LCD显示器的导光板

高端市场，该公司引进国内领先、国际
先进的全自动光电玻璃生产线，可实
现年产新型超薄LCD显示器光电玻璃
400 万平方米。此举极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节约了人力成本，增强企业在市
场整体竞争力。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通讯员 李朝阳 李炯 摄

三抓一优看亮点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
蒋超良王晓东马国强到会祝贺 徐立全主持会议并讲话

通过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政治决议等

湖北日报讯 记者张辉报道：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1月17日下午在武汉
洪山礼堂闭幕。

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省委副
书记、省长王晓东，省委副书记、武汉市
委书记马国强到会祝贺，并在主席台就
座。

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常务副主席李
兵，副主席张柏青、郭跃进、马旭明、彭
军、张维国、杨玉华、秦顺全、王红玲，秘
书长翟天山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徐立
全主持闭幕会。

大会依次表决通过关于政协湖北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政协湖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
议提案情况的报告和本次会议政治决
议。

徐立全在闭幕会上讲话。他说，会
议期间，委员们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
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学习省委书记蒋
超良在开幕会上的讲话，认真讨论和审
议政府工作报告、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
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等重要文件，深
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
共识，充分展现了广大政协委员胸怀大
局、担当尽责的新作为新风貌。委员们
对2018年我省各项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成绩来之不易，经

验弥足珍贵，要倍加珍惜；对完成2019
年的目标任务充满信心，表示任务艰
巨、责任重大，要倍加努力。会议开得
圆满成功，是一次凝心聚力、共谋发展，
民主务实、团结奋进，风清气正、心齐气
顺的大会。

徐立全强调，肩负新使命、奋进新
时代、实现新目标，人民政协责无旁
贷。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
湖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崇尚学习、加
强学习，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崇尚团
结、增进团结，为奋力谱写新时代湖北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凝聚智慧和力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
祝贺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闭幕

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全国政协人口资
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杨松，正省级老领
导王生铁、宋育英，省领导黄楚平、王瑞
连、梁伟年、王立山、周霁、王祥喜、李乐
成、马涛、王玲、周洪宇、王建鸣、刘雪
荣、刘晓鸣、胡志强、曹广晶、万勇、杨云
彦，有关领导傅德辉、黄文辉。

十一届省政协领导范兴元、陈天
会、王振有、许克振、肖旭明、田玉科，武
汉市市长周先旺、武汉市政协主席胡曙
光，住鄂全国政协常委李光富，省政协
常委吴海涛，省政协委员景涛在主席台
就座。

本报武汉讯 记者朱哲、
吴文谨报道：17日上午，省委副
书记、省长王晓东来到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咸宁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议省政府工作
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两院”工作报告。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
楚平，省政府秘书长别必雄，市
委书记丁小强，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远鹤，省政府副秘书长王
太晖，省政府研究室主任覃道
明，市领导王汉桥、程良胜、镇
方松等参加审议。

丁小强，王远鹤，夏福卿，
刘明灯，何宏辉，黄晖，朱必海
等代表，分别围绕扩大咸宁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容
量，支持咸宁机场项目建设，支
持咸宁至九江高速公路项目建
设，启动鄂南水利防洪减灾工
程，支持咸宁打造湖北南部铁
路枢纽中心，将咸宁新能源汽
车项目纳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集群，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和鄂东南转型发展示范区建
设，大力支持通城县2019年脱
贫摘帽，加快实现武咸快速通
道全线贯通，加快推进省级特
色小镇建设，彻底解决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且融资手续复杂
问题，加快惠企政策落地，对山
区公路提档升级提高奖补资
金，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等提出
建议。王晓东边听边记，不时
插话了解具体情况，并对代表
们的发言和建议一一回应，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王晓东指出，过去一年，咸
宁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真
抓实干、埋头苦干，交出了一份
非常出色的成绩单。咸宁的发
展站位高、重实干、亮点多、趋
势好，为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
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省
委、省政府对咸宁工作是高度
肯定的。新的一年，咸宁要坚
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在全省高质量发展
赛道上，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拼
出新气象，干出新作为。

王晓东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勇争先努力当好新时
代追梦人，敢闯敢干拼出高质量发展新业绩。要在解放思想、用好
机遇上有更大作为，用好用足用活政策，谋划推出更多更实发展举
措，以思想破冰促行动突围。要在深化改革、增强发展动力上有更
大作为，加快内源性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狠抓招商引资，构建引领
发展的强大引擎。要在发挥优势、发展特色经济上有更大作为,找
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宜居优势、扶贫优势。要在加固底板、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有更
大作为，统筹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确保发展领先于风险发生、
风险化解快于风险蔓延。要在提升精气神、创造性落实上有更大作
为，锐意进取、敢闯敢干，以高质量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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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武汉讯 记者朱哲、吴文谨
报道：17日，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咸
宁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集中
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丁小强代表说，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总结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全
面，查找问题不遮不掩、精准务实，部
署工作重点突出、措施有力，体现了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担当，体
现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工作导
向，体现了关注民生、务实为民的工

作作风，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
一个彰显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好
报告。法检“两院”工作报告，紧紧围
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凸显
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决心，为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

王远鹤代表说，省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展现了省人大常委会2018年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务实创新、奋发有
为的坚实足迹，体现了省人大依法履
职、主动担当、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精

神风貌，彰显了今年再创佳绩的决心
与信心。“两院”工作报告注重用数据、
事例、成果说话，反映了全省法检队伍
依法履职、服务大局的生动实践，贯穿
了“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工作主线，
体现了“坚守法治、执法为民”的担当
精神，回应了群众对司法工作的需求
和期盼，凸显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
信心和决心。

王汉桥代表说，建议进一步加大
对基层人大工作指导力度，推进基层
人大工作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强人大
代表培训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基层
代表的培训力度。要丰富闭会期间人

大代表活动安排和形式，加强对代表
履职考核力度，增强代表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陈伊玲、邓先玲、何宏辉、晏绿金
等代表建议，进一步提升人大代表履
职能力，让人大工作全方位为社会服
务；进一步加强与基层人大的交流，加
强人大工作的宣传和监督；出台支持
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具体措施；以政府主导推动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缓解基层“两院”案多人少
的问题；加大对非法扰乱医疗环境行
为的打击力度；加大执法力度，加强法
治宣传教育。

咸宁代表团举行全体会议

集中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和“两院”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