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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推动咸宁高质量发展

“133”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解析
本报编辑部

新春看变化

电影院里幸福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奋勇争先，当好奔跑者。
敢闯敢干，勇做追梦人。
当前，我市正在加快构建“一城引
领、三带协同、三篇文章”的区域和产业
战略布局，这是创造性推动咸宁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一招。
行棋观大势，落子谋全局。
“133”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彰显
了市委观大势、谋全局的战略自信、战
略思维和战略定力，展现了
“厚德尚学、
勇毅笃行”的咸宁精神。
一
发展前后相续，一段又一段征程，
连成咸宁前行的清晰足迹。
建 设“ 五 城 二 区 ”、坚 持“ 五 区 共
进”、打造“六城三区”、实施“一区两带
三大四重五城”
……
历届市委不断深化对咸宁发展的
认识，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区域发
展战略，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下了坚
实基础。
在继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

市委提出“133”区域和产业战略
布局不是脱离历史积淀、市情实际的另
起炉灶，而是对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行动，是省
委省政府
“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
同”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在
咸宁的落地版、细化版。
众所周知，
“创造性贯彻落实”是今
年的热词。
“创造性”从哪里来？就是从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中来，从以新应新、
以变应变中来，从勇于创新、敢于担当
中来。
“133”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正是
对原有工作思路、工作抓手、工作部署
创造性地深化细化活化，让咸宁的区域
发展依托优势产业，变得“血肉丰满”，
变得
“生龙活虎”。
奋进新时代，首要的是把握新机
遇。
当前，咸宁与全国一样，仍处在大
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经济
结构优化升级带来了新机遇，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带来了新机遇，深化改革开放

带来了新机遇，加快绿色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
了新机遇。这些重大机遇，也是咸宁推
进“133”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的重要
机遇。这是一个大的宏观背景和总体
判断。
从全省来看，我省发展拥有坚实基
础、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这些对咸宁
发展而言、对我们构建“133”区域和产
业战略布局就是重大机遇。
从咸宁自身来看，我市综合实力和
发展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各级干部的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这些都为我们推动高
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新时代，也带来新挑战。
咸宁正处在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
攻坚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
题比较突出——
经济总量一直处于全省第十位，尚
未摆脱传统发展路径依赖，经济增长主
要依靠投资驱动。
创新驱动能力不强，新旧动能转换

还不快，发展质效还不优，大项目、好项
目不多。
县域经济主导产业还未形成，实力
还不强，特色不明显，北强南弱的现状
一直没有改变，转型升级任务仍很艰
巨。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较多，
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
升。
一切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都要用发展的思路和办法来解决。谱
写新时代咸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
求我们必须对全市区域协调发展和产
业布局战略规划进一步丰富、完善和
发展。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我们唯有用
好重大机遇叠加期和转型升级关键期，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相
结合，坚定不移抓好第一要务，坚定不
移办好自己的事，加快构建“133”发展
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让咸宁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越走越宽。
（下转第六版）

2 月 5 日，大年初一，中影
赤壁电影城售票大厅，售票处
前排成长龙，侯影室里客人满
座，格外热闹。
黄大妈要看的电影《飞驰
人生》，半个小时后才开始。黄
大妈便坐在侯影室的电动按摩
椅上，一边玩手机，一边享受电
动按摩。
黄大妈说，全家四口人决
定一起看电影过大年，一大早
儿子就在网上订好了票，但老
人家不放心，担心没有合适的
座位，硬是要提前到影院。黄
大妈的儿子王茂盛对此很是
“无奈”，但也只好依着老人家。
现年 33 岁的王茂盛早已成
家立业，往年春节，全家都是在
家打麻将来打发时间，今年他
想带着老人家看看电影，毕竟
母亲上次看电影，还是上个世
纪 90 年代的事情。
时间一到，黄大妈一家四
口持票进场。与以往不同，黄

刘子川

大妈领到了一副 3D 眼镜，观
影过程中，老人家又惊又乐。
她说：
“ 这电影里的人，就像在
自己面前晃悠，
特逼真！”
《飞驰人生》是一部国语喜
剧片，叙事简单直白易懂，老人
家全场乐不可支，笑声连连。
两个小时的欢乐时光，不知不
觉就过去了。
走 出 影 院 ，黄 大 妈 感 慨 不
已：自己年轻时，看电影是一种
“奢侈”，还要提前到影院排队
买票。为看上一场电影，县城
电影院的铁栏杆都被排队买票
的人群给挤弯了。
“那时的电影院条件简陋，
更
别说还有侯影室等这么舒适的
配套设备。
”
回家的路上，
黄大妈
感叹说，社会越来越进步，老百
姓的日子越来越好，
看场电影也
有这么多变化，
真是太幸福了。
带着观影的余兴，听着老人
家的念叨，王茂盛一家四口，在
回家的路上幸福前行。

古战场上赏花灯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李瑞丰 宋东
8 日，大年初四，新晋国家
5A 级 景 区 的 三 国 赤 壁 古 战
场 ，五 彩 缤 纷 的 花 灯 璀 璨 明
亮，诸葛亮羽扇轻摇借东风、
周 瑜 大 将 军 雄 姿 英 发 …… 一
个个耳熟能详的三国故事与
花灯有机结合，吸引了成千上
万回乡过年的市民及全国各
地的游客，前来迎新春，赏花
灯，品年味！
古战场景区负责人谢蕾萍
介绍，从大年初一晚，古战场内
第四届三国花灯节正式亮灯，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感受一年一
度的三国文化盛宴。特别是大
年初一天气晴好，当天就有过
万人前来赏灯。
“三国赤壁古战场变化真
的很大，配得上 5A 的称号。”
多年在外务工的市民龚先生，
借着回乡过年的机会，带着一
家人来景区游玩。
他说，亲身感受了三国文

新春景区
人气旺
正月初一，不少市民游客在梓山湖
松鼠部落参观游览。
春节期间，我市松鼠部落、九宫山
滑雪场、隐水洞等主要景区景点人流如
织，场面火爆。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摄

起步即冲刺

实现开门红

○ 邓昌炉
常言道，一年之计在于春。开局决
定全局，起跑影响全程。只有实现开门
红，才会实现月月红、
全年红。
对咸宁而言，这个春天有着特别
的意义。年初召开的市委五届五次全
会确定了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工
作思路和预期目标，吹响了咸宁高质
量发展的号角；刚刚闭幕的市“两会”
上，市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的工作进
行了具体部署。实现开门红和全年工

作 目 标 ，既 有 宏 伟 蓝 图 ，也 有 具 体 措
施，当下最需要的就是“马上就办、真
抓实干”。
节令似鼓，时不我待。全市上下要
更多一份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更多一
些主动性和创造性，铆足“起步就是冲
刺”的劲头，
决战决胜“开门红”
。
各级各部门要主动对标市委确定
的发展目标，特别是“133”高质量发展
区域和产业战略布局，对新一年的工

作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重点要以
“建功新时代，实现开门红”为主题，实
施好就业服务“春风行动”，招商引资
“春季行动”，脱贫攻坚“春季攻势”等
七大活动，带动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
对我们自己而言，就是要自觉克服
“长假后遗症”，迅速进入工作状态。要
立足岗位做贡献，对自己一年的工作有
一个周详的安排，并以饱满的热情迅速

投入到工作之中，为新一年的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赢在终点线，必须抢在起跑线。让
我们努力奔跑，全程冲刺，跑出咸宁发
展的“加速度”。

一个玻璃杯引发出诚信故事

咸宁
“两张留言条”获全国网友点赞
本报讯 记者朱哲、见习记者吴文
谨报道：2 月 8 日，人民日报微信新闻早
班车点赞了发生在咸宁的一则暖心故
事：在咸宁参加冬令营的小学生吕镁熙
不小心摔破酒店玻璃杯，主动留言认错
并附上 30 元钱。弄清事情原委后，酒
店将钱退回，同样留言表扬孩子的诚
信。
“两张留言条”在朋友圈里广泛传
播，引来网友点赞。8 日，记者联系上
相关工作人员，还原了两张留言条“产
生”的过程。
1 月 22 日早晨，梓山湖蜜月湾集

装箱酒店的客房阿姨正和往常一样进
行例行查房工作，在检查 3013 房间的
时候，却发现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张
人民币，旁边还有一张留言条用水杯压
着。
纸条上，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写着
几行稚嫩的文字：
“ 尊敬的酒店服务人
员们，因为我不小心把水杯弄裂开了，
所以我很对不起您们，请谅解，我在杯
子底下放了 30 元，希望您们原谅——
钢花小学 401 吕镁熙。
”
客房阿姨随即将留言条和 30 元钱
送往酒店前台。工作人员看见纸条后，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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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成了一团，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了起
来。客服部主管程波从门口经过刚好
目睹了这一幕。
在了解完事情的始末后，程波首先
关心的是小孩的安全问题：
“ 小孩没有
受伤吧？这件事情我们也有责任，安全
问题无小事，尤其是小孩住店，我们更
需要格外注意这些细节！”
他说，一个小玻璃杯，查房不太容
易被发现，即使发现也不一定会追究责
任，诚实的孩子却主动承认
“错误”。为
了鼓励孩子这一诚信的举动，酒店员工
们一致决定将钱退回原处，并同样也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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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一张留言条——
“可爱的小朋友，非常感谢你的父
母教育出了这么出色的你！杯子摔坏
了没有关系，你没有受伤才是最重要
的！钱给你留在抽屉里了，记得收好
哦！祝你在蜜月湾住得开心，玩得开
心！——可爱的酒店服务员。
”
“孩子的品德培养非常重要……”
身在武汉的吕镁熙妈妈自豪地告诉记
者：
“虽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
是生活就是由许许多多小事组成的，如
果每个人都在举手投足之间多为他人
着想，
那么这个社会就很温暖了。
”
电子信箱：
xnrbxwb＠163.com

化的深厚底蕴以及赤壁近几年
来的巨大变化，觉得还是家乡
最亲、年味最浓。
本次花灯节以“金猪纳福
迎 5A·再借东风创辉煌”为主
题，以赏赤壁花灯、品三国文化
为主线，精心制作了多种主题
灯组。
行走在景区内，整场花灯
节在用传统花灯、现代光影形
式展现三国人物、三国故事的
同时，还精心准备了大型实景
剧《梦回赤壁》，将
“诸葛亮借东
风”等广为流传的故事搬上舞
台，让游客在观看表演的过程
中，还以体验、互动等方式让游
客积极参与，为游客们打造一
场
“穿越之旅”。
据介绍，一年一度的三国
花灯节，不仅传承和彰显了赤
壁独特的三国文化，而且已成
为赤壁市民庆祝新春佳节一种
选择。

岗位送到家门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谭昌强

“这场招聘会真是一场
‘及
时雨’，我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1 月 29 日，在签
订就业协议后，嘉鱼县鱼岳镇
居民陈跃萍开心地告诉记
者。
原先工作的服装店因经营
不善关门歇业，年过 40 的陈跃
萍 失 去 了 工 作 ，内 心 十 分 焦
急。听说 1 月 29 日在鱼岳镇
有一场人才招聘会，她便在第
一时间赶到了招聘会现场。
招聘会上，陈跃萍很快就
在一家本地企业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岗位。在详细了解工资待
遇等方面的情况后，她与企业
当场签下了就业协议。
求职者希望在招聘会上找
到满意工作，招聘单位也渴望
通过招聘会招到合适员工。
“我们公司员工月薪都在
2000 元 以 上 ，高 的 还 能 拿
8000 元。我们对员工的要求
并不高，只要踏实肯干的普工
就可以。”正在发放宣传资料的
金盛兰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
值班总编：
刘国华

通讯员

龙钰

王剑

说，该公司目前人员缺口近百
人，希望借本次招聘会解决用
工需求。
据组织方介绍，此次招聘
会有包括湖北博纳箱包、汉麻
科技、嘉麟杰纺织、金色年华、
金盛兰冶金等 12 家本地知名
企业参与招聘，可提供就近就
业岗位 700 余个。招聘岗位以
普工、技术工等一线岗位居多，
工资待遇在 2000 元至 8000 元
之间。
据统计，招聘会当天吸引
了 1000 多人进场求职，400 余
人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就业意
向。
“我们将在春节前后陆续
举办多场招聘会，以更好满足
求职人员的就业和企业用人需
求。”嘉鱼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
说，招聘会将充分考虑新春返
乡务工人员就近就业的愿望和
要求，择优组织本地用工企业
参加，将工作岗位送到求职者
家门口，让更多人实现就近就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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