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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嘉鱼县工商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把握非公经济“两个健康”发展主题，突出“两引导”

“两服务”工作重点，践行初心使命，认真履职尽责，
为嘉鱼“临港生态新城”建设发展出了应有贡献。

勠力引导“同心成长”。采取送学上门方式，
组织专班前往广东嘉鱼商会宣讲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组织非
公经济人士参加县统战系统主题教育活动，今年
分别成立了广东中山流动党支部和武汉嘉鱼商会
流动党支部。通过教育引导和支部活动，非公经

济人士政治素养得到提高，“听党话、跟党走”的信
念和信心得到增强。

致力引导“担义尽责”。引导非公经济开展同
心助学及光彩事业活动，宣扬企业义利兼顾，积极
回报社会，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同时积极开展

“百企帮百村，脱贫奔小康”精准扶贫工作。近三
年来，先后募集助学及帮扶资金近千万元，帮助贫
困学生76人，帮助40个贫困村脱贫。

全力服务解除“痛点”。“万名干部进万企”活
动开展以来，嘉鱼县工商联紧盯活动精神不放，一
直将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解决企业“痛点”作为

重要工作职责。2019年走访企业40余家，协调解
决企业问题和难题20多个，成立武汉嘉鱼商会平
台，解决嘉鱼红星建材家居协会注册等问题，使企业
经营走上正轨，商协会服务非公经济更高效。

倾力服务打造亮点。充分发挥异地商会作用，
积极联系嘉鱼籍在外工商界人士，举办嘉鱼招商推
介会，寻求项目信息。近年来，先后引进商会大厦、
牌洲湾果槡庄园等5个项目落户嘉鱼，协调落户嘉鱼
项目10多个，总计投资10亿元以上，成为商会招
商、以商招商的亮点，为嘉鱼
高质量发展增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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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同舟十四载，情牵南嘉二七年。广东嘉鱼
商会在嘉鱼县委县政府领导关怀下，由县委统战部、
县工商联指导下于2005年成立。商会成立后，始终
不忘引导教育会员，抱团发展事业的初心，牢记为家
乡的发展牵线搭桥、出谋献力的使命，一届接着一届
干，为会员的发展，家乡的建设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广东嘉鱼商会成立14年来不断壮大，目前登记
会员一千多人，目前分设4个分会，2009年成立流
动党总支部，下设东莞、深圳、中山、香品园四个流动
党支部，登记流动党员长期保持在50名左右，2019
年发展党员4名。

近三年来，广东嘉鱼商会组织相互观摩及外出
考察10多次，号召会员为家乡扶贫、助学、济困、民
生工程等捐款100余万元；接待招商团队40余次，
提供招商线索300余条，引进或协调引进投资10多
亿元，为家乡的精准扶贫、民生事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时代、新挑战，作为嘉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
沿窗口，广东嘉鱼商会必将一如继往，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砥砺前行，继续团结和带领商会会员，为嘉
鱼籍在粤工商界服务，为嘉鱼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助力。

本版稿件由通讯员 刘端平 提供

武汉，九省通衢，中部崛起桥头堡，历来是兵家
必争之地，资源汇集之处。身处武汉的嘉鱼游子在
经过多年打拼后，终于找到了共同的合作舞台，沟
通的平台----武汉嘉鱼商会。

2019年8月18日，在嘉鱼县委统战部、县工商
联及全体嘉鱼老乡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嘉鱼商会第
一次筹备会在武汉簰洲湾广告公司隆重召开。参
加会议的四十余名在武汉工商界精英代表1000多
名嘉鱼工商界人士推荐产生了拟任会长、执行会
长、党组织书记，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
选。初步讨论《武汉市嘉鱼商会》章程(草案)及《选
举办法》。筹备武汉嘉鱼商会是全体在汉嘉鱼籍工
商界人士的共同心声，对嘉鱼藉在武汉工商业人
士、对嘉鱼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
义。

武汉嘉鱼商会将建成在汉嘉鱼工商界合作的
舞台，沟通的纽带。商会将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引
导教育全体会员守法经营，学习党十九大精神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全体嘉鱼籍人士作好表率；充
分发挥合作平台作用，引导会员进行资源整合、优
势互补、抱团发展；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沟通政商两
界，积极参政议政，为嘉鱼发展出谋划策；充分发挥
信息优势，协调四方，积极招商引资，助力嘉鱼经济
高质量发展穿针引线；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引导会
员回馈家乡，建立基金，助力嘉鱼文化、教育、精准
扶贫等各项公益事业。

乡音未改南嘉人，情怯归来为报恩。造福乡
里、回报家乡是所有会员的共同心愿。武汉嘉鱼商
会成立后，是嘉鱼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腾飞增加
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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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大舞台
沟通金纽带

湖北元拓铝合金模架制造有限公司位
于湖北省嘉鱼县经济开发区，总投资5亿
元，一期已全面投产，二期正在施工，达产
后有望成为世界级铝合金模板、铝合金脚
手架产品生产基地。

公司是一家集铝合金模板、铝合金脚
手架产品设计、生产、安装、技术服务、劳务
培训及输出、回收、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产
业链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致力于铝合金
模板、铝合金脚手架产品在建筑领域的推
广和普及。公司服务全球50多个国家与
地区。

公司加大科研投入，引进了自动化管
理系统降低运行成本，与湖南大学、中南大
学签订了产、学、全面合作协议。截止目
前，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发明专利4项；
实用型专利9项。荣获＂11315企业征信
AAA级”＂质量管理先进单位”＂湖北省
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科技小巨人”
＂湖北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形冠军科技
培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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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嘉诚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和销售
的民营企业。总投资6亿元，年底全部建成后，将
有望成为鄂南地区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工厂。

近两年，公司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
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全面推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公司向“质量领先”发展。

配置先进生产模式。公司立足大数据和智
能制造，构建IT技术驱动业务流程的一体化协
同平台，建设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体系。现已
建成4个模块产品生产线，后期计划配备21条
生产线，全面采用工业自动化设备。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公司持续加大节能环
保资金投入，不断提高环保管理水平，切实履行
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采用环保技术,净化
效率高、无二次污染，系统净化效率达95%以
上。

注重驻地共享发展。公司积极参与“万企
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就
业，实行贫困户优先上岗政策，以贫困户就业推
进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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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湖北省优秀企业、省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省重点物流企业。嘉安集团注
册资本达到22154万元，资产总规模近10亿
元，经营业务主要包括农产品、水产品种养
殖；食品加工、销售；物流仓储中转、冷链物流
运输、配送、信息服务；商品混凝土等新型建
筑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机械用成品油经
营等。

他们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上下功夫，打
通助农最后一公里。通过建设大型淡水鱼
深加工基地、万亩蔬菜种植基地、三万吨冷
库冷链物流园，把产业链延伸到群众家门
口，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采取成立专
业合作社，订单集中采购农产品、水产品，
安排贫困户就近上班，开展劳务合作，捐资
助困等方式助力产业兴农富农。

2018年，嘉安集团集中采购当地鲜鱼
100 万公斤，采购资金 1500 万元，有力支
持了嘉鱼县簰洲湾镇水产养殖的发展。嘉
安蔬菜种植基地通过劳务承包，安排当地
富余劳动力10000多人次参加田间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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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乐集团的前身是湖北省嘉鱼县床
具厂，创建于1985年，最初为嘉鱼县潘
家湾镇的镇办企业，由已故总裁周明炎
承包改制后，当年就实现了扭亏增盈，走
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经过30多年的奋斗，联乐人积淀了
“先做人后做事，先立德后立业”的文化理
念，充分展示了“诚信·务实·团结·创新”
的联乐精神，铸就了“好人好梦，联乐一
生”的文化品牌，成为了联乐人弥足珍重
的精神财富、二次创业的不竭动力、新一
轮发展的制胜法宝。

党的十八大以来，联乐人紧跟“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积极进
行升级改造，率先运用先进材料与工艺，
积极倡导行业新标准、新政策，各项产品
的环保性远远高于国家标准，让广大消费
者切身感受到“好人好梦，联乐一生”。

为支持新农村建设，结合国土部门
迁村腾地项目，联乐投资3000余万元进
行四邑新村建设，获得“改革开放30周
年、中国家具协会20年”社会公益奖。
2017年至今，仅集团公司个人捐助、助
困、助学、慰问等资金30余万元

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10月，占地面积近500亩，位于
嘉鱼县经济开发区，公司注册资本28000
万元，项目总投入53900万元。

公司主要生产经营麻类和麻类生物
基纤维及其制品、纱线，是集麻类新型纺
织材料、军工被装产品的研发、加工、销售
为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新材料领
域，具有抗菌抑菌、吸湿排汗等优良功
能。公司从纤维种植、加工、纺纱、织造、
服装等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做到从无
到有、从有到精，拥有授权国家发明23

项、实用新型专利专利12项，美国专利授
权1项，获中国发明协会金奖1项。公司
参与制订国标6项、行标2项、军标2项，
荣获“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湖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咸宁市工程研发中心”等荣誉称号，“汉
麻高效可控清洁化纺织加工关键技术与
设备及其产业化”项目获得中国纺织联合
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公司组织企业全体党员干部参与朱
砂村“百亩油茶”基地建设，慰问帮扶贫困
户等公益事业。

汉麻生科科技创新促发展 联乐集团立德立业树品牌

让乡亲们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尽可能惠及更多父老乡亲。这是官桥村
八组组长、田野集团董事长周宝生始终
不变的初心。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田野集团坚持
“先富帮后富，一组带多村”的思路，把帮
带周边村组共同发展当作义不容辞的社
会责任。近几年来，自筹和整合资金3亿
余元，先后与邻近石鼓岭村、官桥村、观
音寺村以及贵州水城县比德镇在寨村结
对共建，带领当地群众发展新产业、建设
新家园，实现脱贫致富，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助力乡村振兴。

目前，田野集团正在重点规划实施
投资50亿元的田野乡村公园，并叠加实
施投资13亿元的山水林田湖草国土综合

整治试点项目。计划在官桥镇官桥村、
朱砂村、石鼓岭村、港南村、两湖村等5个
村6.8万亩的项目区内，统筹开展面向乡
村振兴的国土综合整治，修建一条旅游
道路、修复一批生态体系、植入一批主导
产业、改造集并一批村庄、配套一批基础
设施、打造一批郊野公园，打造“十里八
村”、“芳园百里”、“梦里水乡”、“九养小
镇”、“八区五园”、“十大郊野公园”、“东湖
学院南校区”等现代农业、生态旅游、文化
康养基地，努力建成极富鄂南山水特色的
产教融合型田园综合体和乡村旅游度假
目的地，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通过项目建设，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
业态，能扎实有效地推进“三乡”工程，吸引
游客下乡，引导农民回乡，实施产业兴乡。

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
家年产300万吨优特钢材的现代节能环
保型钢企，是湖北省产业结构调整示范
工程，省内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和“十三
五”规划重点发展的钢铁企业之一。项
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年可实现工业产值
超300亿元、税收突破15亿元，提供就
业岗位1.2万个。

发挥党建引领，夯实公司发展之
基。积极开展“五星党员”争创和“技术
比武”等活动，公司党委荣膺“十佳基层
党组织”“党建优秀单位”称号。

坚持科技创新，推动公司持续发
展。成立湖北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咸宁分院金盛兰工作服务站，积极开展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咸宁市人才发

展服务站”等创建工作。公司先后荣获
“高新技术企业”、“咸宁十强纳税企业”
称号，连续入选“湖北省百强企业”、“中
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注重绿色发展，履行企业使命担
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环保、节能减
排、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积极参加“大
美咸宁·我是行动者”活动，成为“全国节
能减排先锋企业”和“环境社会责任企
业”。

热心慈善公益，树立公司良好形
象。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新农村建设等
活动，荣获“精准扶贫优秀单位”荣誉。
赞助咸宁市温泉国际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和嘉鱼县首届鱼文化乡村旅游节等公益
事业。

金盛兰锚定绿色发展田野集团致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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