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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资源优势
做大莲藕文章

9 日，位于嘉鱼县陆溪镇的湖北
嘉珍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包装区，
工人正在包装藕片。

近年来，该公司充分利用本土优
质莲藕资源，发展莲藕种植2000亩，
同时围绕中国地理标志“嘉鱼珍湖莲
藕”做文章，生产即食藕片、泡藕带、
卤藕等系列产品，形成莲藕种植到深
加工、精加工“一条龙”运营模式，力
争打造成湖北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
业。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聂夏云 刘奥 摄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赤壁篇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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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11日，
市委书记丁小强主持召开市委市政
府招商引资工作专题会，听取招商
引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解决招商引
资工作存在的问题，部署下一步工
作。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出席会
议。

丁小强、王远鹤认真听取了市招
商和投资促进局、咸宁高新区、市直产
业和驻点招商专班关于上半年全市招
商引资情况、项目落地进展情况、产业
招商和驻点招商情况汇报，并和大家
一起交流研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难点
和重点。

丁小强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
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生命

线，多渠道多方位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招来了项目，锻炼了干部，推动了发
展，作出了贡献，招商引资工作卓有成
效。要正视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

“不专、不大、不多”等问题，加大对招
商政策研究，破解工作中的难题，在招
大引强上下功夫，为招商引资创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力促更多好项目签约
和落地。

丁小强要求，要坚定不移抓招
商，凝心聚力促发展。要继续大力实
施产业招商和驻点招商，建好建强招
商队伍，保持招商人员和力量的相对
稳定。要大力关心关爱招商引资一
线干部，为他们安心招商创造良好的
环境。产业招商和驻点招商专班要

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和任务，满怀激
情地工作。要把招商引资纳入干部
考核，形成鲜明的招商一线选人用
人导向。要理顺市招商和投资促进
局与咸宁高新区招商工作体制，通
过融合运作，确保招商引资工作取
得实效。

丁小强强调，要始终保持迎难而
上、不胜不休的奋斗精神，聚力抓招商
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
种幸福”。我们要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把奋斗镌刻在加快咸宁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中，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为
实现咸宁的美好发展蓝图和咸宁人民
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王远鹤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咸
宁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招”。要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工作
力度，围绕招商引资工作聚焦发力。
要进一步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重
点围绕产业政策、产业转移、产业链
条、产业结构调整做好招商引资。要
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实效，推动
招引项目落地达产达效。要进一步强
化招商引资保障措施，在力量整合、人
才配备、考评考核、政策完善上下功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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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小兵，市
领导镇方松、熊享涛、尤晋出席会议。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
线。推动咸宁加快进入全省高质量
发展领跑赛道和方阵，需要以奋斗姿
态书写招商引资新答卷。

实践证明，今天的招商决定明天
的项目建设，今天的投资决定未来的
转型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招商引
资的力度决定咸宁发展的速度，招商
引资的质量决定咸宁发展的质量。

我们要着力在引“缺”上下功
夫。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认真梳理产
业链条，找出缺项，列出清单，围绕建
链、补链、延链、强链，强力推进全产

业链招商，激发“链”式效应。要把握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契机，编制招商地
图，用好以商招商、产业招商、活动招
商等多种方式，着力把项目推介出
去，把客商吸引进来。

我们要着力在引“强”上下功
夫。坚持把招大引强作为培育产业
链的核心，紧盯世界500强、中国500
强、行业100强企业，紧盯大企业、大
集团和上市公司发展动态，加快引
进、培育和壮大一批关联度高、带动
力强的大企业、大项目，力争引进一
个龙头企业、完善一个产业链条、形

成一个产业集群、打造一个产业基
地，形成协同发展的“雁阵效应”。

我们要着力在引“新”上下功
夫。紧紧围绕“133”高质量发展区域
和产业战略布局，加深对新技术、新
产业和新业态发展的研究和跟踪，紧
盯前沿产业发展态势，盯重点、优布
局、挖潜力，积极谋划引进实施一批
高端制造、军民融合、数字信息等新
兴产业项目，不断提升产业整体水
平，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做大做强。

我们要着力在做“优”上下功
夫。确实增强大局意识、法治意识、

服务意识，全面推行服务承诺制、首
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提升服务效
能。要用好用足产业、税收等现有政
策，最大限度地完善土地、资金、技
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特别是在融
资问题上，要进一步加强政银企的信
息沟通，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让投资者来得放心、留得安心、干
得舒心，实现互利共贏。

以奋斗姿态书写招商引资新答卷
○朱 哲

6月28日，一则从农业农村部发出的消息
令无数赤壁人欣喜不已。

当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二批中国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赤壁羊楼洞砖茶文
化系统榜上有名。

赤壁市委市政府发出茶产业发展最强音：
打造百亿茶业，挖掘千年茶史，重振万里茶道，
造福亿万民众。

弘扬茶文化

脚踩单车，在万亩茶园的无边绿色中来一
次氧吧穿行；

古筝悠悠，在茶文化体验中心细细品一泡
砖茶；

撑一把油纸伞，在烟雨朦胧的明清古街徘
徊，邂逅一位美丽的采茶姑娘；

……
这般诗意浪漫的生活，让众多慕名前往赤

壁寻茶之旅的游客，久久不能忘怀。
赤壁茶文化历史悠久，横跨欧亚的万里茶

道源头即在此。2012年6月，“万里茶路文化遗
产保护研讨会”在赤壁召开，一场声势浩大的申
遗工作就此展开。

赤壁市文物保护者应壁琴告诉记者，赤壁
羊楼洞明清石板街是万里茶道文化线路生产路
段的代表性遗产点，这里的古建筑群是典型的

“转运”类型，在湖北省内茶道资源点中具有很
高的价值代表性。

如今，走在石板街上，修旧如旧的老街游人
如织，青石板上深深的鸡公车印痕无声诉说着
昔日的辉煌与荣光。

为保护利用羊楼洞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重振万里茶道昔日辉煌，赤壁市引进中国500
强企业卓尔集团，斥资23亿元打造“世界茶业
第一古镇”；引进湖北峒乡茶谷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打造“峒乡茶谷”……

走进中国赤壁羊楼洞茶生态文化产业园，
临水而建的场馆与水中倒影融成一片精致的茶
叶造型，令人赞叹不已。园区负责人介绍，依托
茶园自然生态景观，以汉文化体系、三国赤壁文
化体系、羊楼洞茶马古道文化体系和茶产业园
旅游文化体系为背景开发，建成"种茶、制茶、品
茶、赏茶、买茶"为一体的现代化茶文化产业园，
计划建设成为国家4A级景区，成为湖北省内乃
至全国最大的生态茶产业文化旅游基地。

绵延千年的赤壁茶文化历久弥新，世人正
在领略她的无限魅力。

擦亮茶品牌

7月6日至8日，由中华商标协会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商标
品牌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赤壁代表团携“赤壁青砖茶”
品牌应邀出席本次盛会。

“赤壁青砖茶”是赤壁市推出的茶行业公共品牌，2017年，在中
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被评为“最具品牌资源的三大品
牌”之一。

品牌的背后，无一不是品质的支撑。
为了保证青砖茶品质，赤壁市先后委托国家农业农村部茶叶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相关资质认证检测单位对青砖茶和原料基
地进行农残检测。 （下转第六版）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剑芳
报道：7月10日下午，咸安区马
桥镇曾铺村田畈上，二千亩玉
米生长旺盛，十几个村民正背
着药箱喷洒生物农药。

“我家6亩都发了虫害。这
种害虫专吃鲜叶嫩叶，若不打
药防治，玉米会大大减产。”正
在给自家玉米施药的村民徐德
寿说，这已是第二次打药了。

据了解，这种害虫叫草地
贪夜蛾，最喜吃玉米嫩叶及甘
蔗等。自5月以来，已在双溪杨
堡、高桥白水畈等多地发现这
种虫害，而且随着气温升高，虫
害呈蔓延之势。“目前是最佳防

治期。”正在指导群众打药的区
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曹升记
说。

为打赢虫口夺粮攻坚战，
咸安区已全面落实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通过加强监测预
警，采取物化诱控、生物防控
等措施，有效遏制虫害蔓延。
同时，加强宣传和技术培训，
提高农民识别虫害、治理虫害
的能力，做到群防群治，因虫
施策。

截至目前，全区10个乡镇
办场的3万亩玉米全面进入防
虫临战状态，已开展生物防治
2600多亩。

气温升高 虫害蔓延

咸安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王恬、通讯
员纪祥峰、郝彬报道：7 月 11
日，记者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了解到，根据最新气象
资料分析，预计12至13日我市
将迎来梅雨期第五轮强降雨，
大部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预计16～17日，受高空槽

东移、中低层低涡和切变线影
响，又有一次强降水过程。市
防办要求，各地要继续保持高
度警惕，绝不能有任何松劲思
想和麻痹心理，提前安排部署，
坚持24小时值班制度。要强化
堤防巡查值守，上足防守力量，
加密巡查，确保安全。

我市近日将再迎强降雨

本报讯 记者谭昌强、特约记者
江开群、通讯员聂夏云报道：日前，嘉
鱼县与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宏泰集团）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宏泰
产业园项目建设、产业园项目合作、
文化旅游项目合作、资产运营管理合
作、商贸物流产业项目合作、合作组
建招商引资基金等六个方面展开合

作，为嘉鱼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大动能。

这是嘉鱼县开展“点对点”精准
招商取得的新成果。

今年以来，嘉鱼按照全市“三抓
一优”工作总体部署，坚持把招商引
资作为“一号工程”，广泛开展“走出
去”和“引进来”活动 ，积极参加省市
举办的各类招商推介会活动，宣传嘉

鱼县各产业储备的重点招商项目及
优势资源。

该县围绕纺织、冶金、装备制造、
建材四大主导产业和新材料、新能
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
产业，积极联系省外优强企业、商协
会、中介机构等，充分整合资源，精心
策划了16个对外招商引资推介项目，
开展“点对点”精准招商。

通过组建驻点招商工作专班，派
驻长三角、珠三角、北京、武汉等发达
地区和城市，开展驻点招商，不断增
强招商引资扩张力。

上半年，嘉鱼成功引进中铁科
建、湖北嘉源安科技等57个项目，其
中过亿元项目 7个，协议投资总额
48.37 亿 元 ，招 商 引 资 到 位 资 金
102.28亿元。

产业招商 驻点招商

嘉鱼精准招商促发展

丁小强在市委市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专题会上强调

保持奋斗精神 确保工作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