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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敏报道：记者昨悉，中央文明委
近期下发了《关于表彰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及新
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的决定》，
我市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荣获全国表彰。

其中嘉鱼县陆溪镇、簰洲湾镇王家巷村、通城县
五里镇尖山村、通山县南林桥镇石门村等4个村镇被
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咸宁市财政局、咸宁市人民检察
院、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崇阳县供电公司、通山

县人民检察院等4家单位被评为全国文明单位；赤壁
市陈和安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崇阳县第一中
学、崇阳县实验小学等2所学校被评为全国文明校园；
咸宁市浮山学校被评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单位。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0个全国文明村镇，9家
全国文明单位，1户全国文明家庭，3所全国文明校
园，1 个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

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一批先进荣获全国表彰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咸宁发
展不够，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树得还不够牢。这就要求我们必
须强化忧党忧国忧民忧咸意识，更加
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以第一
力度抓发展第一要务，善于用发展的
办法和成效来破解前进道路中遇到的
问题。

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重
视从讲政治高度做经济工作。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中，经济建设处于核心位置，是基
础，是前提，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其他
建设也无从谈起。一定程度上讲，不
抓经济工作就是不讲政治，抓不好经
济工作就是能力不强的表现。因此，

我们必须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
力，善于用政治的眼光观察和分析经
济社会问题，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对该支持的事坚决支持，对不该支持
的事不要支持，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经济工作的
方方面面。要注重补课充电，提高专
业化能力，努力成为领导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行家里手。

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集
中精力抓好发展第一要务。经济建设
不仅仅是政府的中心、经济部门的中
心，更是全党的中心，不要一说到经济
工作，就觉得是政府的事、经济部门的
事、企业的事。当前，发展不快不够、
不平衡不充分是咸宁最大的实际和市

情。全市各级各部门、每一名党员干
部和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服务这个中心、突出这个中心，
真正把主要心思和精力用在抓经济、
抓发展上，更加自觉地为经济建设作
贡献，坚决防止“少数人干，多数人
看”。

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抓
住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高质量发
展，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够不
够”转向“好不好”“美不美”。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十四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咸宁经
济发展面临总量不大和质量不优的双
重压力。我们要化压力为动力，主动

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咸宁向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迈进。

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全面
持久贯彻新发展理念。有什么样的理
念，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对于咸宁而
言，我们抓经济、谋发展，首先必须全
面、持久、彻底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正
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存量与增量、资
源整合与优势转化、有效市场与有为
政府的“四大关系”，真正让创新成为
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
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
成为根本目的，并以此推动咸宁高质量
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执笔：尹峰）

通山九宫山

高山雪景醉游人
9日，新一轮寒潮过后，九宫山皑

皑白雪被妆扮成银色王国，从云中湖
畔到铜鼓包，在轻轻飘落的雪花中，
柳树枝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
儿，松柏上堆满了蓬松松雪絮，琼枝
玉叶，皓然一色，美轮美奂，一幅幅晶
莹剔透、雪絮飘舞的精彩瞬间被定
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通讯员 王锦秀 摄

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一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特约评论员

本报讯 记者刘文景、王莉敏报道：
日前，崇阳县金塘镇畈上村入选湖北“十
大美丽乡村”，柃蜜小镇·白崖山景区确定
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是该村继摘得

“国家森林乡村”、湖北省“荆楚十大最美
乡村”、“省级法治建设示范村”后再添金
字招牌。

畈上村公路四通八达，青山绿水交相
辉映，农家乐遍布村湾。至2020年底，全
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万元，村集体经济
16.5万元。

金塘镇党委书记秦凤仙坦言，村级党
建微体系建设，给畈上村带来了不一样的
景象。

村级党建微体系建设，就是举好一面
旗子，党建引领；驱动三个轮子，法治、德
治、自治。

畈上村是崇阳县最偏远的山村，过去
只有一条泥泞不平的机耕路可以出山,有
线不通、电话不通。青壮劳力纷纷外出打
工，只有老弱病残留守，田地荒芜，村庄萧
条，被列为重点贫困村。

“帮钱帮物不如帮建个好支部。”湖北
科技学院机关党支部书记、畈上村“第一书
记”张俊松告诉记者，2015年前，畈上村

“两委”只有3人，平均年龄53岁，学历1名
高中2名初中。配齐建强村“两委”班子
后，多了3名80后，1名90后，其中1名有
研究生学历。

为竖好标杆，该村推出党员干部先锋
模范指数管理。党员干部参加学习教育、
上缴党费、履行义务及服务群众等情况记
录在册，量化评比。

与此同时，成立一支44人的“村级乡
村振兴团”，宣讲政策、谋划产业、设计项
目、搭建平台、指导技能。

镇党委成员每月到村开展接访，村里
每季开展法律咨询讲座，村干部每周到村
开展隐患排查。村里党建文化、法律法规、
文明乡风、传统文化长廊等宣传窗栏一应
俱全。还成立了“红白理事会”、“邻里纠纷
调解会”等自治组织。

村里组织“十星级文明户”、“最美婆
婆”、“最美媳妇”、“最美乡贤”、“脱贫之星”
等评选活动，形成孝老爱亲、向上向善、立
德立人新风尚。

家和万事兴，邦安百业旺。在柃蜜小
镇景区的辐射带动下，全村已有17家农家
乐、13家民宿、15家超市，200余名新型农
民从事旅游服务、旅游管理、种养殖、个体
服务等。

秦凤仙说，探索构建新形势下的“党
建引领、三治协同”基层党建微体系，是
解决农村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稳定的好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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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文虎、通讯员汪
延煜报道：金源鸿通山净菜加工中心
项目总投资1亿元，去年11月25日签
约落户通山，今年1月11日成功进行
生产配送，仅花48天。“通山速度”是怎
样炼成的？

1月11日清晨，记者来到通山县
金源鸿食品有限公司，只见各类食材
经清洗、切块、分装等工序后，打包装
车送往各签约学校。

通山县金源鸿食品有限公司属成
都金源鸿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
总投资1亿元，着力打造标准化净菜配
餐加工中心，达产后可满足7至8万人
安全营养就餐需求，年产值可达1亿
元。

“能如此迅速进行生产，得益于通

山政府的鼎力相助。”成都金源鸿餐饮
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区域总经理金文彬
向记者道出了其中原委。

早在2020年 9月4日，成都金源
鸿餐饮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市成功签
约，总投资15亿的大健康产业园项目
落户咸宁。11月25日，通山县教育局
代表与该公司签约，投资亿元的净菜
加工中心项目落户通山。

签约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签约当天，该公司表示虽前期多次进
行厂房选址调研，但因对通山不熟，始
终无法确定。签约仪式结束，项目服
务专班成员邱恒立即带公司人员前往
南林工业园、经济开发区核心区实地
考察，最终选中玉龙机械闲置厂房，并
于当天洽谈签约付租金。

“在县级项目服务专班基础上，我
局也成立了对接服务专班，全方位服
务项目发展，确保项目尽快落地投
产。”县教育局局长王定明介绍，教育
局是服务专班主要成员之一，建立了
项目服务对接日志和周报制度，倾力
打造无缝服务对接落实链条。

厂房选定，内部建设开始实施，可
新问题接踵而至。原厂房配置的变压
器功率过低，无法满足项目使用需
求。“我们问了，按正常流程大约要一
个月。”公司市场总监助理夏道勇说。

专班人员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与电力部门进行沟通，积极协调开设
绿色通道，7天成功解决问题。

大难题倾尽全力，小问题及时化
解。金源鸿项目出现供水故障，专班

人员第一时间到现场协调供水公司，
仅用半天时间为该公司报户并抢通自
来水。

手续报备、清场装修、设备进场，
甚至连项目油漆施工，需要旧报纸这
样的小事都帮忙解决。只要项目有需
要，该县全力帮助，一一解决。

“这个项目投产运营，不仅可提升
食品安全保障，还能带动县内群众创
收增收。”副县长张晓丹说，服务项目
建设，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将全力做好

“店小二”，全面展示通山服务的速度
与效度，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发展，
为通山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目前，该公司已与县职教中心、迎
宾路小学等学校签约，后期将开拓其
他餐饮行业市场。

签约→生产配送，仅48天！

“通山速度”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讯 记者王馨茁报道：
1月14日，记者从温泉中心客
运站获悉，咸运集团与市温泉中
心客运站将于1月16日开通咸
宁温泉——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客运专线。

温泉中心客运站负责人介
绍，这是全市首次开通机场客运
专线。专线的开通，既是为了满
足我市旅客的安全、快捷出行的
需求，也是客运行业适应发展探

索转型发展的新方向。该专线
每日往返5趟，全程行驶时间约
3个小时，票价为85元。

据悉，旅客可以前往温泉中
心客运站窗口直接购票，或在该
站售票大厅的自助售票机上购
票。网络购票可在携程网、畅途
网、咸宁出行 app 等途径购
买。出行旅客需佩戴口罩、持

“湖北省出行健康码”（绿色）方
可进入车站。

我市首设机场客运专线
每日往返5趟

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持续推动“六大”活动成果转化应用

本报讯 记者章文静、通
讯员柴倩报道：7日，市文旅局
在市图书馆开展文化场馆疫情
防控应急演练。市直15家重点
文旅企业参加观摩。

本次应急演练从场馆入口日
常例行疫情管控防护、场馆门口
发现疑似病例、场馆内发现疑似
病例等三个角度开展了应急演
练。演练以咸宁市图书馆常态化
疫情防控为例，设计在免费开放

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读者入馆安
检工作和馆内读者突发情况及处
置，突出图书馆设定的“隔离”、

“秩序”两大核心防控目标。在活
动最后，市疾控中心专家对此次
应急演练进行了指导点评。

此次演练增强了市直文旅
企业常态化防控意识，有效指
导文旅行业依法、科学、规范地
开展新型冠状肺炎病毒预防和
应急处置工作。

市直重点文旅企业

开展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