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是咸宁市2019年重点建设项
目，学校位于咸安经济开发区张公路，毗邻梓山湖度
假区，占地面积338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总投
资6亿元，分两期建成，是集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
一贯制寄宿式学校。学校把“求知为根 立人为本”作
为办学宗旨，以“集团优势 名校资源 专家治校 国际
合作”为办学策略，注重对学生的人格塑造和创新能
力培养，全力打造“省内一流 全国知名”名校。学校
首期工程建设于今年7月初竣工，定于2019年9月正
式开学。

学校自去年8月在咸宁市落户成立以来，得到了
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为了让
大家充分认识了解学校的办学宗旨，办学理念，发展
规划，管理模式，办学目标，治校方略，师资队伍，办学

特色等，学校通过主动搭建家校沟通平台，学校领导
与家长面对面交流沟通，现场互动回复家长们关心关
注的问题。学校决定：召开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家长见
面会。

一、会议时间：2019年8月12日 下午3:00。
二、会议地点：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科学会堂（咸

宁大道 咸宁市公安局隔壁）。
三、会议主题：家校携手 共育未来
四、出席嘉宾：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公司领导、学

校管理团队、学术委员会成员、媒体记者等。
五、参会对象：广大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
热忱欢迎广大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光临！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
2019年8月7日

湖北咸宁鲁迅学校关于召开家长见面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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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朱哲报道：8日，市委书记
丁小强深入咸安区高桥镇和大幕乡，调研指
导抗旱工作。他强调，要切实做好防旱抗旱
减灾工作，为农业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由于近期持续高温，咸安区部分乡镇田
块已出现缺水干裂现象。目前，在农业部门
的指导下，种植户正在开展生产自救，主要通
过沟渠引水，河湖提水等措施抗旱保生产，灾
情基本稳定。

冒着炎炎烈日，丁小强首先来到高桥镇
王旭畈，走进稻田，察看墒情。他指出，要密切
关注旱情，做好技术指导帮扶，加强田间抗旱指
导，全力以赴确保人畜饮水和粮食灌溉用水，形
成抗旱工作合力。要同步做好水稻病虫害监
测预报工作，抓好统防统治，确保丰产丰收。

在大幕乡西山下村茶叶基地，丁小强察
看茶叶长势，并与正在为茶树浇水的工人们
亲切交谈，和基层干部群众共商当前抗旱工
作中的突出问题及应对措施，叮嘱他们要积
极筹措资金，修建提水泵站、沟渠、滴灌设施，
提高茶园抗自然风险能力。

大幕乡泉山口村农田干涸，土地皲裂。
丁小强走进一片旱情严重的农田，翻开田里
的土壤察看墒情。在详细了解当地旱情及抗
旱工作情况后，丁小强强调，要抓紧时间调
水，确保农作物生长关键期用水，力争把旱情
损失降到最低。

丁小强强调，从当前农田墒情和近期气
象预测情况看，未来一段时间全市农业生产
形势严峻，后期还可能出现伏旱、秋旱双重连
旱。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责任担当，积极采取措施，全力做好防旱
抗旱减灾工作。要科学调度各类水资源，充
分发挥各类水利灌溉设施的作用，采取提水
灌溉、引水灌溉等方式，确保旱情迅速得到缓
解。要坚持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做好应急
调水、应急送水、科学节水等工作，确保人畜
饮水和灌溉用水。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旱
情发展，实时发布预报预警，在防旱抗旱的同
时也要防止局部强降雨和“坨子雨”，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广泛发动广大干部群
众进行抗旱自救，尽最大努力把旱情对农业生
产、农民增收和群众生活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副市长谭海华参加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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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哲、通讯员方晓
松报道：8日，我市在咸宁高新区举行
2019年三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上海阿普达实业压缩空气干燥器
等100个重点项目动工开建，总投资
293.1亿元。

市委书记丁小强出席开工活动，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

丁小强指出，希望全市上下始终
坚持“项目为王”的理念，始终保持招
引项目的力度，始终保持服务项目建
设的热情，奋力推动咸宁高质量发
展，为加快实现“建成全省特色产业
转型发展增长极、建优建美长江流域

公园城市”的目标而不懈奋斗。
此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文旅、

高新科技和汽车零配件项目抢眼。
龙潭水镇项目秉承公园城市建设理
念，以龙潭河为载体，植入桂月文化，
在温泉养生度假区建设的文旅性项
目，投资45亿元建设龙潭河公园、核
心水街和生态商住区。上海阿普达
压缩空气干燥器生产项目总投资10
亿元，一期投资3亿元，主要生产经营
空气压缩机设备及配件、气体分离设
备、环保设备、吸附式压缩空气干燥器
及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器等。总投资
1亿元的泰路汽车零配件项目主要生

产和经营汽车领域技术开发，新建汽
车维护设备、汽车配件、汽车用品等
领域研发生产与销售生产线3条，项
目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1亿元。

据介绍，此次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中，亿元以上项目53个，占53%，总
投资266.9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9
个，总投资169亿元。产业转型升级
项目60个，总投资106.2亿元；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14个，总投资62.6亿
元；生态环保项目5个，总投资23.4
亿元；文化旅游服务业项目5个，总投
资62.9亿元；重大民生项目16个，总
投资38亿元。

当天的开工活动在咸宁高新区
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其
中，主会场咸宁高新区项目15个，总
投资47.3亿元；分会场咸安区14个，
总投资59.8亿元；嘉鱼县15个，总投
资 41.1 亿元；赤壁市 15个，总投资
48.2亿元；通城县15个，总投资32.4
亿元；崇阳县 14个，总投资 30.8 亿
元；通山县12个，总投资33.5亿元。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星
华，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市委常委何
开文、梁细林、杨良锋、徐小兵，副市
长刘复兴、谭海华出席活动。

（相关报道见二版）

我市10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293.1亿元，亿元以上项目53个

8日，全市各地一批支撑性强、引
领性强、成长性强的大项目、好项目
集中开工，为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劲的新动能。

项目是点，产业是线，点线结合
最终构成经济的面。对咸宁来说，上
项目扩投资是实现稳增长的“驾辕之
马”，是经济工作最直接、最有效、最
快捷的抓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一个地
方不奋斗不努力，不可能有好项目。
实现咸宁高质量发展不是等得来、喊
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必须

以驰而不息、锲而不舍、迎难而上、不
胜不休的奋斗精神抓项目。

要驰而不息谋项目。准确对标
国家产业政策，深刻把握产业转移趋
势，把咸宁工作放到全国、全省发展
大局中去谋划定位，围绕推进全省

“一芯两带三区”，全市“133”高质量
发展区域和布局的实施，重点聚焦

“十四五”规划，提前谋划推进一批管
长远、打基础的重大项目。

要锲而不舍争项目。围绕中央、
省重点投资领域，坚持及时、准确、主
动原则，加强与上级的联系沟通，及

早掌握最新政策信息，扣准主题、优
选项目，主动出击、跟踪服务，全力打
好主动仗。要围绕提升传统产业链、
建强优势产业链，继续做大做强五大
产业板块，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要迎难而上引项目。立足招大
商、招强商，紧盯长三角、珠三角、京
津冀地区等重点区域，扎实开展定向
招商、产业招商、驻点招商、平台招
商、以商招商，引进一批投资体量大、
技术含量高、发展后劲足、符合产业
规划和发展方向的大项目、好项目。

要不胜不休抓项目。持续深化

“三抓一优”，牵稳抓牢工业项目建设
这个“牛鼻子”，重点推进项目“‘十
四五’重大项目库——储备库——建
设库——达效库”四库建设，切实提
高入库项目的质量和水平，加快新
开工一批、谋划储备一批、建设达产
一批。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
着一锤敲，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抓
落实。

保持奋斗精神抓项目
○ 朱哲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
员徐世聪、焦阳报道：6日，通山
县大路乡吴田村王明璠畈上王
湾一块大空地上，数名工人在铺
设地砖。

“他们正忙着修建村民广
场。”村主任徐天禄介绍，村民广
场是吴田旅游田园综合体项目
建设之一。该项目计划投资3.7
亿元，规划占地面积28.6亩，将
以国家级保护文物王明璠大夫
第为依托，建设一个集“吃、住、
行、游、购、娱”于一体的大型乡
村旅游集散地，并计划将其打造
成为全县乡村旅游的标杆。

去年初，该县为扎实推进项
目建设，组建了20人的工作专
班。工作专班成员一户户上门
做工作，一脚脚上山量土地，嘴
皮说穿，脚底磨穿，动之以情，晓

之以理，“5+2”、“白＋黑”工作
模式已是常态。

通过努力，该项目进展喜
人——古民居内和周边百余户
村民完成搬迁安置，古民居主体
修复工程已近尾声，配套的广
场、停车场、河道治理、景观道、
戏台等项目土地征收已完成，开
始动工建设……

“将来把家里的干豆角等拿
过来售卖，收入肯定比现在强。”
村民王彪每天都会来项目工地
走一走，看着热火朝天的建设场
景，他感慨道，守着原貌不发展，
将会一代代苦下去，穷下去。只
有村里发展了，人气旺了，老百
姓的好日子才会有指望。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可为当
地村民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
可帮村民人均增收近8000元。

通山大路乡

打造吴田旅游田园综合体

抗旱保收
昨日，咸安区大幕乡泉山口村干

群在引水灌溉农田。
近期高温天气，导致咸安区大幕、

桂花、马桥等地部分农田出现不同程
度干旱。旱情发生后，当地干部群众
积极深入抗旱一线，合理调度水源，力
保农作物丰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特约记者 胡剑芳 李星 摄

本报讯 记者王恬报道：8月8日，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曾国平主持召
开市政协五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就咸
宁如何“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城市”
开展融媒体协商议政。市委副书记、
市委政法委书记蒋星华，副市长刘复
兴应邀出席会议。

会上，5位政协常委就咸宁如何
“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城市”提出问
题和建议，相关部门负责人一一答复。

在听取大家的互动交流后，蒋星

华说，工作意识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建设公园城市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意
识、发展意识、情感意识；信心比决心
更重要，建设公园城市体现了咸宁高
度自信，这份自信源于独特的交通、
生态、产业、人文优势；做得稳比做得
快更重要，公园城市建设任重而道
远，需要循序渐进，除了高颜值的景
观、设施建设外，更要重视高标准的
城市功能建设。

曾国平指出，“建优建美长江流

域公园城市”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重要体现，市政协将认真
梳理总结大家的意见建议，为实现
咸宁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
提高政治站位和责任意识，努力把
咸宁建设成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先行区和示范区。要形成共
享发展新格局，形成人、城、境、业高
度和谐统一的“小精灵”城市；要培
育绿色发展新动能，加速生态保护

与经济发展共生共融共赢；要开辟永
续发展新空间，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
系统。

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入践行新发
展理念，建优建美长江流域公园城市》
的报告；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人事事
项；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公园城市建设
专题辅导报告、关于减税降费政策专
题讲座。

市政协副主席郑凌、周辉庭、冯
春、徐仕新，秘书长游强进出席会议。

市政协五届十二次常委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周阳、通讯员

黎伟报道：7日上午，记者在市
区书台街凯悦学府附近路段看
到，人行道地砖已被破开，正在
为小微停车场建设做准备。

该路段是居民密集区，停车
位紧张。该处人行道宽敞，不少
车辆长期在此停放。但有的车
乱停乱放，也有不少地砖经常被
压坏，给行人带来不便。

市城管执法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缓解市中心城区停车难，
避免人行道人车抢道，今年我市
已启动5个小微停车场的建设。

书台街凯悦学府小微停车
场建设面积1900多平方米，规
划了37个机动车停车位，并将
按实际情况施划非机动车停车
位。该停车场铺设的是混凝土地
面，先做15公分沙石垫层、再做

15公分混凝土，预计使用寿命
10年以上。

该负责人表示，在人行道空
地规划建设停车场，建立在不影
响市民通行的基础上、人行道条
件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利用有限
的资源缓解停车难。

2017年，我市启动小微停车
场建设以来，已建成了金桂路凯
翔康城、咸宁大道市税务局旁、银
泉大道邮电路路口、永安大道咸
宁高中校门口、长安大道武商量
贩旁等5处小微停车场。

此次新建的5个小微停车
场分布在岔路口农行咸宁泉东
支行、银泉大道绿洲湾、银泉大
道谭惠路口、咸宁火车站车站路
路口、书台街凯悦学府等路段，
总建设面积7400多平方米，规
划200多个机动车停车位。

市区新建5个小微停车场
新增200多个机动车停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