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乐钢铁

一期项目加紧建设

19日，位于嘉鱼县高铁岭镇临江产业园的湖北顺乐钢铁有限公司一期项
目正在加紧建设。该项目一期投资35亿，以生产建筑钢材为主，年产能可达
200万吨。截至目前，一期基础建设进度已过半，现正进行厂房钢构施工，预计
5月进行试生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大乐 陈红菊 通讯员 龙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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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
奋力开门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1月21日电 中

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
重视互联网、发展互联网、治理互
联网，统筹协调涉及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军事等领域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
我国网信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走
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习近
平同志围绕网络强国建设发表一
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网信事业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认真学习
习近平同志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论述，对于我们做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各项工作、推进网络强国建

设，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
285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3年 3月4日至2020年 11月
23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演讲、指
示、批示、贺信等一百篇重要文
献。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

第六站：嘉鱼县
【亮点】
★湖北海翔新能源项目

该项目是湖北金盛兰冶金科技有限公
司“1+5”产业集群项目之一，总投资10亿
元。项目采用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实现煤
气资源的零放散，对促进金盛兰钢铁绿色
创新高质量发展，改善企业生态环境具有
重要意义。项目于2020年9月试生产，9-
12月已发电近5亿度，预计年发电15亿度，
每年可为企业降低成本近9亿元，节约标准
煤45万吨，年税收1.5亿元，新增就业岗位
300个。
★湖北金盛兰焦化项目

该项目是金盛兰冶金300万吨优特钢
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30亿元，采用国际先进
的大容积捣固式焦炉、深度水处理技术、脱硫
脱硝除尘一体化深度处理技术和焦炉余热煤
气发电技术，污染物实现了超低排放，达到了
国内最高标准的环保、节能水平。项目于
2020年10月建成试生产，预计年产冶金干全
焦120万吨，年发电8亿多度，年可节约生产
成本10亿多元，吨钢成本可降200多元，年税
收2亿元，新增就业岗位600多个。
★武昌首义学院嘉鱼校区建设项目

该项目由武昌首义学院投资兴建。该
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的本科层次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是中国首批独立学院之一。学校获
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是“应用技术型普通
高校转型”试点高校、教育部“互联网+中国制
造2025”产教融合促进计划试点院校。该项
目占地面积1520亩，总投资16亿元，可容纳
学生约18000人。项目于2018年12月开工
建设，2020年9月正式开学，现有4100余名
本、专科新生和1000余名中小学生报到就读。

盘点：
2020年，嘉鱼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扎实开展“六大”活动和项目

建设提效年、治理能力提升年、营商环境提质年“三个年”活动，统筹推
进疫后重振、灾后重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加
快恢复、好于预期的态势。

该县大力开展项目建设提效年活动，抓牢项目这个关键支撑，增
强高质量发展动能。主动对接中央支持湖北发展“一揽子”政策，积极
谋划项目，增强发展后劲。大力推进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全年共引
进项目92个，总投资443亿元。健全重点项目建设责任机制，分类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134个重点项目序时完成。

第七站：赤壁市
【亮点】
★赤壁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项目
该项目总投资3亿元，是湖北省第一家县级城市综合性研发服务

机构。高研院以项目为载体，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培养本地技术团
队为要务，以聚焦科技、赋能企业为理念，全力打造高端人才创新创业
的服务平台、产学研精准合作的服务平台。按照三步走的目标2021年
预计营收2000万元，2023年预计营收超过5亿元，利润超过1亿元，
2025年预计营收超过15亿元，利润超过2亿元。

★华舟二期项目
该项目由湖北华舟重工应急装备有限公司投资，总投资14亿元。

项目新建七个钢结构厂房、科研办公楼等办公生产设施，配套建设试
验水池、35KV变电站等辅助设施。项目建成后，年产值近32亿元，
2019年税收2800万元，2020年减免部分税收后实缴1200万。提供
就业岗位1000人，截至目前已完成1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卫汉装备项目
该项目由湖北卫汉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3.5亿元。

项目配置全自动配料灌装生产线设备和全自动机械喷涂生产线设备
各一条，主要从事新型耐磨及防腐工程材料、环保新型复合材料的研
发及生产，并向市场提供节能与环保技术的咨询和指导。项目投产
后，预计年产值1.4亿元，税收4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20人，截至目
前已完成3.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盘点：过去的一年，赤壁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抗洪救灾和经济社
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开展“六大”
活动,疫情防控决定性成果进一步巩固拓展，疫后重振的经济发展战、
民生保卫战、社会稳定战取得重要进展。

该市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行企业承诺“先建后验”和企业开
办“210”工作法，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2345户，综合信用指数在全国
387个县级市中居第16位，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维达力等160个项
目落户，协议引资294.5亿元。全年开工建设重点项目314个，其中建
成81个，完成投资1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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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市委书记孟祥伟，市委
副书记、市长王远鹤继续带领市拉练检
查团，深入嘉鱼县和赤壁市，检查当地
2020年投资和项目建设“结硬账”工作。

风潮正劲硕果年，又到话丰报捷
时。开展拉练检查和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意在引导全市上下聚焦项目建设主
战场，加大项目推进力度，加快推动疫
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确保“开局漂亮、
全年精彩”，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打下坚实基础。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士军，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星华，市政协主席
曾国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领导，咸宁高新区、各县（市、
区）主要负责人，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
参加拉练检查。

本报讯 记者邓昌炉、镇强、宋文
虎、通讯员刘俊报道：挖掘机开山辟
路、压路机平整地面、运土车转运土石
……20日，咸宁（通山）至九江（武宁）
高速公路项目一标段（南林桥镇至厦
铺镇路段）施工现场，30余台工程机
械来回穿梭，施工场面颇为壮观。

“咸九高速公路总投资100亿元，
是全省重点交通项目，也是全市目前
投资额最大的在建项目。”通山县政府
党组成员、县项目建设办主任赖长青
说，该项目将对推动通山乃至咸宁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

据了解，咸九高速起于通山县南
林桥镇，对接咸通高速，连接杭瑞高
速，途经厦铺、闯王、杨芳林、九宫山等
乡镇，止于江西省武宁县，与永武高速

相接，全长69公里，通山段46.7公里，
将在通山南林桥、厦铺、九宫山设置3
个互通。其中，在九宫山互通设有一
条连接线，可直达九宫山风景区入口
综合服务区。

“南林桥至厦铺路段是咸九高速3
个标段之一，目前已完成项目驻地、工
地实验室、综合场站和一公里清表等
前期准备工作。”项目一标段副经理王
世武介绍，该标段总长11.2公里，分为
三个阶段推进，建设周期为48个月，
今年计划完成路基建设工程量的
40%。

大项目驱动大发展。咸九高速不
仅能方便群众出行，还可以带动沿线
旅游、餐饮、运输服务业的发展。眼
下，沿线各乡镇正在做好“上路出山”

的准备——
南林桥镇镇长陈国宁表示，咸九

高速建成后，将进一步增强镇区交通
区位优势。镇里正在全力打造省级重
点项目——南林工业园，抢抓工业发
展的新机遇。

“咸九高速公路将成为闯王镇连
接外界的经济命脉。”闯王镇党委书
记阮家鹏表示，全镇将借势大力发展
生态旅游业和特色农业，让更多山区
特产风光出山……

服务项目就是服务发展。为高速
高效推进咸九高速项目，通山县成立
了咸九高速公路建设协调指挥部，分
设联络协调、征地拆迁、环境整治等工
作专班，制定了方案，落实了责任，明
确了时间节点。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全力服务这
个项目！”南林桥镇组织委员赵海涛介
绍，咸九高速公路沿线的几个乡镇及
九宫山管委会，都成立了项目建设指
挥部和服务项目建设专班。

在项目现场，冬日暖阳下，“起步
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巨幅标语
振奋人心。作为今年一季度全市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的主会场，咸九高速正
在幕阜山区架起一道跨越绿水青山的
靓丽彩虹。

投资100亿元，全市目前最大在建项目——

咸九高速：幕阜山麓架彩虹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报道：
1月21日下午，我市举行项目建设工
作会议，全面总结2020年投资和项目
建设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
署2021年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市
委书记孟祥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树立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
推进项目建设，奋力推动一季度“开门
红”，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主持会议。
会议通报了2020年全市经济运

行及项目建设情况。2020年全市项
目建设考核排名第一的嘉鱼县作了典
型发言，排名倒数第一的通城县作了
表态发言。

孟祥伟要求，要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把心思和精力集中到抓项目

促发展上来。要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断
提高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努力成为
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要抢抓发展
机遇，进一步强化大抓项目、抓大项目
的意识，把项目建设抓得紧而又紧、牢
而又牢、实而又实，以项目加快发展、以
项目促进转型、以项目改善民生，让咸
宁发展保持好势头，实现新跨越。

孟祥伟强调，要突出抓重点、补短
板，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咸宁高质
量发展。全力抓好项目建设。要狠抓
项目谋划，深入研究政策，持续推进

“六大”活动，抓好成果转化应用，推动
更多项目挤进国家、省里的盘子。要
狠抓项目落地和推进，推动项目早竣
工、早投产、早达效。要紧盯主导产
业、龙头企业和重点区域抓招商，切实
将招商引资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全力

抓好营商环境。持续打造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
商环境，不断提升咸宁的核心竞争
力。全力抓好平台载体建设。各地经
济开发区包括咸宁高新区要聚焦经济
建设主责主业，坚持产城融合，不断提升
园区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和生活性服务
功能，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

孟祥伟强调，要坚持领导带头，切
实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要解放思想，
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锐
意改革创新，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
围，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要锻造过
硬作风，下苦功夫、用笨办法，坚决把
各项工作往“深实严细久”里做。要严
明奖惩，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项
目建设论英雄”的旗帜鲜明树立起来，
激励全市广大干部和社会各界积极抓
项目、谋发展，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王远鹤强调，要树立大抓项目的
鲜明导向，把思想紧起来、目标树起
来、行动快起来、责任扛起来，以项目
论英雄、凭招商比能力、从落地看作
风。要提高抓项目的能力和水平，对
标对表抢抓机遇谋划项目，立足特色
资源禀赋谋划项目，围绕补短板强弱
项谋划项目，围绕产业链谋划项目，递
进式谋划项目，打造良好环境，强化要
素保障，推进项目落地见效。要以项
目建设为支撑抓好“开门红”，统筹抓
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
幸福的新春佳节。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士军，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蒋星华，市政协主
席曾国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咸宁高新区、各
县（市、区）主要负责人，市直相关单位
负责人参加会议。

孟祥伟在全市项目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做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以更大力度推进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