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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玖龙集团竹浆纸项目正式签约落
户咸安。

根据协议,玖龙集团将投资54亿元,在咸安
建设年产40万吨的漂白化学竹浆、50万吨的高
档文化纸、手提袋纸、食品纸生产线，以及智能化
纸包装全产业链。

我市现有楠竹150余万亩，被誉为“中国楠
竹之乡”。随着玖龙集团竹浆纸项目落地，我市
立足楠竹特色资源，推进百亿竹产业集群建设再
添强劲动力。

建设特色产业增长极，既是省委赋予咸宁的
战略定位，也是市委确立的三大发展定位之一。

全市上下深入落实省委要求和市委安排，结
合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持续做优、做强。

——坚持深入开展“六大”活动，摸清特色资
源家底,明晰咸宁特色产业发展路径。

“六大”活动坚持“走遍咸宁、遍访咸宁人”，
全市共形成特色产业增长极专题报告97篇。并
邀请省内外10多位专家教授开展专业调研，形
成特色产业发展专项调研成果。

市“六大”办将调研报告进行汇编交办，推动
调研成果转化为特色产业发展的目标、举措和具
体项目，推动特色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坚持全市一盘棋，集中资源和力量，把
主导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生态是咸宁最大财富、最大品牌、最大优
势。以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城市为牵引，我市将大
健康产业确定为全市主导产业，加快打造中部健
康城。

各县（市、区）围绕这一目标找准各自定位，
发挥各自优势，谋划实施各具特色的大健康产业
项目，合力构建“医、药、养、健、游、护”要素完备
的大健康产业集群。

咸宁最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是桂花，古桂树
数量、种植面积、品种数量、桂花产量均为全国第
一。市委市政府提出，全力建设中国桂花城。

去年11月中旬，市委、市政府领导专程到南
京召开恳谈会，邀请全国桂花研究领域知名专家教授为咸宁建设中
国桂花城“把脉支招”。谋定而后动、谋定而快动，中国桂花城建设相
关工作正紧密推进。

——坚持主业主攻、深耕细作，培植“产业树”，形成内部生长机
制。

通城县内有电线电缆生产企业20余家，县外相关企业超过200
家。

围绕这一特色优势产业，通城牵头成立行业协会、建立产业基
金、组建采购联盟，通过系列“组合拳”，为高端线材“产业树”成长提
供要素保障。

建设中国中部高端线材产业基地，打造百亿产业集群。这是通
城确立的高端线材“产业树”成长目标：至2022年，全县高端电子线
材生产企业达到100家左右；至2025年，全县高端电子线材生产企
业产值达到100亿元。

万里茶道名天下，百年品牌青砖茶。
依托丰富的茶资源和深厚的茶文化，赤壁连续八年举办青砖茶

产业发展活动，致力于打造百亿茶业、重振万里茶道。
目前，赤壁全市有40余家企业从事青砖茶的生产、加工和销售，

全产业链产值达到47亿元。赤壁青砖茶被纳入全省重点成长型产
业集群。

老青砖焕发新活力。在2020“一带一路”赤壁青砖茶产业发展
大会期间，青砖茶瘦身成“轻”砖茶吸粉无数，线上线下销售青砖茶
500多万元，协议签约6亿多元。

适应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特色产业
大有可为。

全市上下正持续锚定特色产业增长极目标，积极抢抓新发展机
遇，推动我市特色产业发展展现新作为、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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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祥伟第五次徒步巡查淦河

不断提升母亲河颜值
充分发挥全流域价值

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立
邦之本。

越是形势复杂、挑战严峻，越要树
牢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一地一方
或一行一业的领导者，各级领导干部必
须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不断
提高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咸宁与全国
全省一样，是极不平凡、极不容易、极为
难忘的一年。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
局交织，全市上下全力打好战疫、战洪、
战贫三场硬仗，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英雄答卷。实践证明，我们长期积累的
坚实物质基础，是从容应对各种风险考
验的深厚底气。

今年经济工作仍然复杂严峻，疫情
变化、外部环境仍有许多不确定性，我
国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够牢固。特别

是面对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任务要求，面对
咸宁地区生产总值长期排名不高、县域
经济北强南弱、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
等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困境，面对
既要做大经济总量又要做优质量的双
重压力，我们更要树牢经济建设这个中
心，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集
中精力办好咸宁自己的事，以自身发展
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二

经济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
理论性、专业性、复杂性都很强的管理
工作，没有政治站位、没有“两把刷子”，
是干不了，也是干不好的。

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讲
政治应是第一标准。经济学决不是纯
粹的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行家里
手”应当具备高度的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应当对“国之大
者”心中有数、了然于胸，重视从讲政治
的高度做经济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
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

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
面。这一点尤为重要，不可忽视，更不
可偏离。

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懂
规律应是第一标配。任何事物有其自
身运行的规律，经济工作也不例外。“行
家里手”，应当善于把握和遵循经济规
律，善于透过各种经济现象看到背后的
经济形势，善于采取“三头三化”思维弄
清楚、想明白、琢磨透宏观经济政策取
向，善于运用“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
去破解改革发展中的问题。

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有
担当应是第一标识。经济建设是全党
的中心工作，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其他
建设也无从谈起，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发
展逻辑。当前，咸宁正处在把“三大目
标定位”抓深抓实抓成的最为关键的阶
段，每个人都要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
务，勇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

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守
底线应是第一标尺。所谓牵一发而动
全身，经济工作与其他工作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尤其是党员干部抓经济工作

就免不了要和市场主体打交道。这就
要求领导干部必须知戒惧、守底线，有
所为、有所不为，尤其要守好发展与安
全底线、生态环保底线、政商交往底线、
廉洁自律底线。

三

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重
点靠理念引领、核心靠能力支撑、关键
靠作风保障——

——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
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
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
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
治问题。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首先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新发展理念作
为“指挥棒”和“红绿灯”，把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作为一个体系整体推
进，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上来，坚定不移以新发展理念
破解难题、促进发展。

（下转第六版）

2 月 17 日（大年初六）上
午，春风轻拂，暖阳高照，年味
正浓，在青山叠翠的汀泗桥镇
古田村十四组背底窝的一个小
山坡上，传来一片欢笑声和锄
地声，40余名村民正在忙着栽
种杉树苗。

“大家注意了，栽树时要深
埋浅提，埋没红皮，别窝根，土要
压实压紧，存活率才会高。”80
后村主任周换颜一边教授大家
栽树要领，一边检查栽树的质
量。

70岁的周正炎是栽树的老

把式了，只见他用一个小锄挖个
坑，再将树苗放正培土，然后压
实，栽树的速度又快又好。

“造林绿化是好事呀，树栽
多了，村湾的生态就好了，住在
村里就跟神仙一样，享受青山
绿水和一口好空气。”周正炎老
人说。

“回家过年，利用空闲时间
来帮忙栽树美化村湾，一天有
150元工资呢，一举两得。”近
50岁的胡建华接过话头。

据周换颜介绍，为了向荒山
要效益，他带头承包了70亩荒
山，全部栽种有经济效益的杉
树，约12000棵。十年就可以
成材，收入可观。

一花引得万花开。如今，在
汀泗桥镇古田村，植树造林成了
一种新风尚，房前屋后见缝插
绿，山上山下尽披绿装，近2年
来累计植树面积达1000余亩。

古田新春植树忙
咸宁日报全媒体特约记者 胡剑芳

争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
○ 尹峰

本报讯 记者姜明助、见博报道：
扛起河长责任，保护河湖环境，造福人
民群众。2月18日，春节后上班第一
天，市委书记、淦河市级河长孟祥伟带
领市水利和湖泊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市住建局、市城管执法委等单位负
责人徒步巡查淦河，实地检查沿岸生态
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和特色产业发
展等情况，为构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河湖生态，把“母亲河”打造成生态之
河、美丽之河、文明之河、富民之河把脉
问诊、出谋划策。

这是孟祥伟第五次徒步巡查淦
河。去年12月28日，孟祥伟第四次巡
查淦河时，发现泉都豪庭三期工地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不到位，污水收集池建在
淦河支流护坡上，存在外溢污染风险，
当即要求企业进行整改。

“整改好了没有，符不符合验收要
求，有没有彻底消除污染隐患？”开始这
次巡河前，孟祥伟对前期巡河发现的问
题开展“回头看”，要求相关部门加强监

督检查，举一反三、堵塞漏洞，严之又
严、细之又细，确保淦河生态得到全面
保护和持续改善。

从泉都豪庭三期至游客集散中心
河段，淦河河岸开阔，护坡上植被茂密、
杂草落叶堆积。孟祥伟边走边捡拾散
落其间的塑料袋、包装盒等垃圾，他强
调，要加强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的宣传引
导，积极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和生物质利
用等项目，切实减少白色垃圾污染，节
约资源、变废为宝。要加大河岸保护力
度，保证河道的自然属性和完整性，加
强护坡植被管护，优化树种组合，加强
与公园城市建设的衔接统一，真正做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为市民提供更
多的亲水机会和更好的生活环境。

早樱姹紫嫣红，杨柳吐露新翠。淦
河两岸，春意盎然。在淦河一号桥到月
亮湾河段，不少市民和游客沿着栈道散
步游玩，尽情感受春的气息。

看到部分地砖、栈道出现破损，一
些老树枝和电线杆伫立在人行道上，既

影响游客通行，也存在安全隐患。孟祥
伟要求，要加大基础设施管护力度，站
在游客的角度看问题想办法，在细节和
人性化上用心用情，该更换的及时更
换，该维修的及时维修，该迁移的及时
迁移，不断提升城市生活的安全性、舒
适性、便捷性。要加大对古树名木、古
民居及具有时代特色建筑的保护，理清
城市发展脉络，讲好城市发展故事，更
好传承城市文化，不断厚积城市文化底
蕴。

边走边看边议，不知不觉间，已接
近中午时分，孟祥伟一行徒步巡查至老
二号桥附近，共巡河6.5公里左右。

“要在系统谋划上下功夫，在加强
转化上做文章。”孟祥伟强调，要切实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化系统思维
和全流域意识，统筹整合淦河上下游、
左右岸的生态、生产、文化等各类资源，
加强淦河保护利用和城市建设发展的
总体规划设计，一张蓝图干到底。要以
大力发展康养产业为抓手，切实把淦河

两岸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产业
优势和经济优势，实现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既不断提升母
亲河的“颜值”，又充分发挥全流域的

“价值”。
孟祥伟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人民管，人民城市为人民。要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干部
群众在城市建设管理中的主体意识、主
体地位、主体作用，共同建设、爱护、管
理好城市，共同享受城市建设发展成
果。要善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整合
利用各方资源，推动“有效市场”与“有
为政府”有机结合，不断完善提升社会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适
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加快
实现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
治理，以更好的生态优势和发展优势造
福广大人民群众。

市领导李文波、吴刚、孙新淼参加
徒步巡河。

春光美 梅兰俏
新春伊始，温泉城区玉兰、梅花竞

相开放，姹紫嫣红，美不胜收，成为一
道道靓丽的风景，引来不少市民和游
客赏花拍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袁灿
赵忠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