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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项目之实促发展之稳
○ 朱哲

8 日，全市各地 106 个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达264.7亿元。这是我市持
续深化“三抓一优”，以项目之实促发展
之稳的重要举措。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是新
旧动能转换的“主引擎”，是经济发展的

“主战场”。当前的咸宁正处于从“量的
积累”到“质的飞跃”的发展当口。稳增
长，项目建设是当务之急；增后劲，项目
建设是长远之策。

项目谋划要讲求实效。好的项目

不是凭空立起来的。谋划项目要坚持
应急与谋远相结合，既要抓紧解决好当
前迫在眉睫的发展难题，也要着眼长
远，打牢夯实基础，为咸宁未来发展留
足空间。要结合“十四五”规划编制，谋
划储备一批影响大、带动强、质量高、效
益好的产业项目，积极谋划一批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和“补短板”项目，持续增强
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

项目落实要注重实干。实干是一
种态度，落实是一种能力。对项目建

设，领导干部要用“身影”指挥，不能用
“声音”指挥，要以领导干部带头干的示
范效应，激发干部群众齐心干的几何效
应。各项目业主和建设单位要求真务
实、撸起袖子、甩开膀子，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高质
量完成开工项目。

项目保障要脚踏实地。要一切围
绕项目看、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
绕项目干，积极营造高效的政务环
境、贴心的营商环境、优良的社会环

境。要始终秉承重商、亲商、敬商、安
商的理念，现场协调解决问题困难，构
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助推企业心
无旁骛抓发展，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投
产、早达效。要精心呵护、尽力培育，让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开花
结果。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通讯员方
晓松报道：8日，我市在咸宁高新区举
行2019年四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佳顺轮胎等106个重点项目动工开
建，项目总投资264.7亿元，其中亿元
以上项目5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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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来，我市聚焦“133”区域和
产业战略布局，坚持“一季一开工”，
不断夯实项目底盘，做强投资主引

擎，紧盯国家战略方向、发展导向和
资金投向，在全市掀起新一轮推进项
目建设热潮，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呈现稳开稳走、稳中有进、
总体平稳的态势。第四季度，全市集
中开工项目106个，项目总投资264.7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7个，总
投资236亿元；10亿元以上项目4个，
总投资112.7亿元。产业转型升级项
目 75个，总投资 129.4 亿元；重大基

础设施项目6个，总投资76.2亿元；生
态环保项目2个，总投资16.4亿元；文
化旅游服务业项目5个，总投资11亿
元；重大民生项目17个，总投资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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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个项目，总投资
48.1亿元；分会场咸安区15个项目，总
投资68亿元；嘉鱼县15个项目，总投
资31.2亿元；赤壁市16个项目，总投资

46 亿元；通城县 15 个项目，总投资
24.6亿元；崇阳县15项目，总投资29.8
亿元；通山县15个项目，总投资17亿
元。本次集中开工活动是我市优化营
商环境，以诚招商、大干项目的一次集
中展示，也是推动项目建设，加快发展
步伐的一项重大举措，更是提升我市城
市发展水平、改善民生环境的一件喜
事、大事。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
市政协领导出席活动。

我市106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项目总投资264.7亿元 亿元以上项目57个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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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
欢喜。”近日，在思政选修课《温情中国》
即将开课之际，湖北科技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刘侣萍博士，在微信公众
号“揽月湖畔思政说”推送这样一篇文
章，讲述自己与这门课程的渊源。

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今，面临着信息大
爆炸、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挑
战。网络逐渐成为青年学生生活和学习
的主要阵地，像微博、微信这般的即时通
讯软件更是紧密镶扣在大学生的学习与
生活当中，给学生们的思想行为以及人
生价值观带来巨大的影响。

如何将最难讲的课讲精彩，获得学
生的“芳心”；如何在多元的声音中发挥
好思想政治引领作用，成为我市思政教
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开辟思政教育新课堂

“听完课后，自己对精准扶贫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收获满满，对下次课充满期
待。”10月28日，湖北科技学院开展思政
选修课《温情中国》首讲后，该校17级电
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张智祥在微
信朋友圈这样说。

“贫困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反贫困
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项历史任务。”湖北
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田辉玉教授在首讲
中，为同学们讲解精准扶贫的知识。《温
情中国》系列课程由多个学科一线优秀
老师担任主讲，将有亲身经历的老师和
学生引入课堂，现身说法，可谓是此次课
程的一大特色。它既立足学校办学特色
和优势学科，又牢牢把握时代发展主题，
切中学生关注的现实问题，一经推出，受
到学生热烈欢迎。

湖科应用化学专业的学生刘自强说：“今天现场听了田辉玉教
授的讲课，更加庆幸自己选了这门课，希望在接下来的几节课中，可
以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关于湖北科技学院的故事。”

同日，在鄂南高中高二（11）班的教室，学生们正在热议这样一
个问题：军运会开幕式文艺演出中，为什么舞台下方的解放军战士
能够克服疲倦、沉闷的生理不适感？

有学生站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是因为给他们开的工资
高。”孩子们哄堂大笑，立刻有学生起来反驳：“工资只是激励他们克
服生理局限的很小的一个因素，如果换另外一个工资高但身体上受
不了的工作，他们可能坚持不下去。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对人的
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我认为是顽强的毅力支撑着他们克
服了恐高、忘记了疲倦。”

经过一番交流互动，学生自然而然地将这一具体议题逐渐上
升为抽象的哲学命题。如此生动有趣的课堂是鄂高思政老师转变
教学方式的缩影，这种“议题式”教学经常被运用到鄂南高中的思政
课堂。 （下转第四版）

赶制精密机械
11月8日，通城县坪山高新技术产

业园，湖北泰立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车间，工人们正在操作台上忙碌。

据了解，该公司总投资6500万元，
主要生产汽车精密模具和高档家用电
器精密模具，预计年产值可达到 8000
万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三抓一优”看亮点
立足园区 服务发展

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约刊登
招商热线：0715-8066400

习近平在出席庆祝空军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时强调

牢记初心使命 发扬光荣传统 勇于创新超
越

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报道：7日，市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曾国平在市政协五届
十三次常委会议上，以“深入学习贯彻中
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新时代人民政
协工作”为主题，为市政协常委和温泉城
区的市政协委员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曾国平指出，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工

作，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
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牢
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
命。要深刻领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要求，奋力开
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曾国平要求，要打牢“党建”这一政
治基础，确保人民政协事业始终沿着坚

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抓住“引领”
这一中心环节，坚持思想政治引领与建
言资政有机统一，在凝聚人心上下真功
夫，在汇聚力量上春风化雨，推动党的主
张和决策部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要聚
焦“协商”这一主责主业，不断拓展内容、
丰富形式、畅通渠道，让协商深入人心，
让民主迸发活力；要坚持“质量”这一履

职导向，以完善的制度机制倒逼工作质
量的提升，打造一批立得住、叫得响的工
作品牌；要发挥“委员”这一主体作用，引
导委员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推
动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副主席吴鸣虎、郑凌、周辉
庭、尤晋、冯春、徐仕新，秘书长游强进
参加学习。

曾国平在市政协五届十三次常委会议上讲党课

开创新时代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陈新、特约
记者刘建平、通讯员皮江星报
道：8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中
国中部·湖北通城国际商贸中
心招商推介会隆重举行。商务
部、省市相关领导到会祝贺，法
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客商
及通城本土企业采购商、各级
媒体共300多人参加招商推介
会。

在现场招商推介会上，通
城县体育会展中心、义乌进口
商会战略合作、中国太平洋保
险战略合作、通城县锡山公园、
建筑产业园、一体化生猪养殖
等6个项目签约。

在进口商品采购签约仪式
上，万雅集团、平安电工等企业
与国内外采购商签订进口商品
采购合同14个，成为此次招商
推介会的一大亮点。

继去年成功组团参加首届
进口博览会后，今年，通城锚定
内陆地区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

目标，再度精心谋划和参加第
二届国际进口博览会。7月，该
县成立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
建综合协调、招商采购、重大活
动、专项活动、综合保障、宣传
推广6个工作小组，按时间节点
做好各项准备。

总投资40亿元的通城·万
雅国际商贸城，是首届进博会
上引进的重点项目，也是本届
进博会进口采购最多的企业。
目前，项目一期18栋商业多层
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商业街即
将开街迎宾。

11月 3日起，通城县分三
批次组织企业代表、各地商会
代表共304人赴上海参加进博
会。据悉，这是全国最大规模
县级交易分团，也是湖北省组
团人数最多的交易分团。

进博会期间，该县先后举
办巡馆观摩、商务考察、进出口
贸易招商、采购签约等10多项
活动。

通城抢滩进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