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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
奋力开门红

经开区调研行④
年味犹在，但长江侧畔的赤壁大地
已是号角频吹，
捷报连连。
近年来，赤壁市深入实施工业崛起
“五大工程”
“
，百企百亿”技改工程有序
推进，
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十三五”期间，该市新增规上工业
企业 85 家，其中 2 家企业税收过亿、9
家企业过千万。
如何在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赤壁市金融办副主任赵书武的答
案是：
“融资降成本，源头活水来。
”

祝宝成 程昌宗

特约记者

童金健

通讯员

但唐静

产业基金唱大戏

凯利隆遇到资金困难时，赤壁市金
投集团联合省高投集团打造的新动能
一张小小的不干胶贴，触动着国内
产业基金及时发挥作用，2000 万元融
百亿元级的大市场。
资快速到位，还撬动了农商行 600 万元
走进赤壁凯利隆科技有限公司车
贷款、长江村镇银行 400 万元贷款，让
间，各类不干胶产品生产线一片繁忙。
企业吃了一颗
“定心丸”。
企业负责人黄浙生说，目前手上的订单
“春节前夕原材料价格上涨，这些
“还有不少”
。
资金不仅让企业提前做好原料储备，而
从去年初 100 余名员工，发展到今
且利息较低，仅融资成本就节约了 100
年 300 余人，历经疫情波折的凯利隆实
余万元。”黄浙生说，企业得到了实惠，
现了逆势上扬。
也增强了信心，2020 年产值达到 2 亿
“目前我们一线工人月薪有 5000
元，
二期厂房已在建设中，
生产设备 7 月
元，技术工种可达 8000 元，二期建成后
可到位，
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 5 亿元。
员工将达 500 人。”不裁员，不降薪，黄
赵书武说，作为推动赤壁市新兴产
浙生是怎么扛过去年疫情的？
业发展的加速器，新动能产业基金的定
人行赤壁市支行行长张肇智说，得
位更加强调服务赤壁产业发展，特别是
益于赤壁产业基金对优势产业、优质企
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体现
业的强力扶持。
“小而专”的特点。

疫情过后，新风行业迎来爆发期，
湖北霍尔科技有限公司抓准机遇抢建
新风二期，需筹措部分资金，传统贷款
难以签批，赤壁市金投集团联合省高投
集团与企业进行快速对接，充分认可了
企业项目的战略重要性和产业前景，仅
一个月时间就引导基金投入 2000 万
元，缓解了这家企业的燃眉之急。
金融上网惠民企
早在 1 月 21 日，赤壁高新区就召
集 10 家金融机构与 10 家民营企业代
表面对面座谈。
座谈会的关键词是：赤壁市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网。
点开赤壁市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网，
融资政策、融资机构、融资案例等信息
一应俱全。
（下转第二版）

曾国平在市政协机关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要求

以学习教育促政协工作大落实大提升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3 月 18
日，市政协机关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议。市政协主席曾国平出席，并作动
员讲话。
曾国平指出，要认真修好党史必修
课，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汲取精神营
养，传承红色基因。市政协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要沉下心来，把党史当教科书来
读、当必修课来修，真正做到入脑入心、
学有所思、
学有所得。
曾国平强调，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
契机，加强对政协委员和各界代表人士
的思想政治引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加
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用党

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
曾国平要求，要坚持联系实际讲求
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在共同思想政治基
实效，以党史学习教育促进政协工作大
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落实、
效能大提升。要加强组织领导，
把
的作用，加强党史宣传教育，引导政协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贯穿
委员和各界代表人士学党史、悟原理，
全过程，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成效。
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市政协副主席郑凌、徐仕新，秘书
团结奋斗的信心和动力。
长陈建华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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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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豪科技
正式投产

咸宁消防整改火灾隐患69处
情况，疏散指示标志、灭火器的
完整好用等情况。
在咸安区汀四桥镇彭碑村、
桂花镇刘家桥村、马桥镇泷口
村、通城县大涡村等村落，消防
监督人员针对传统村落，实地查
看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是否
制定村民防火公约、落实防火巡
查制度，走访查看村民日常用火
用电情况，叮嘱村民加强日常消
防安全隐患和隐患自查，并通过
张贴消防安全提示海报、发放消
防宣传资料等方式，增强村民的
消防安全意识。

嘉鱼招商引资“开门红”

3 月 16 日，通城县坪山高新孵化园
永豪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机器
旁忙碌。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主
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内部连接线、汽车
充电桩线、电梯线等产品。目前，项目
已正式投产，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3.8 亿
元，带动就业 300 余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夏正锋 摄

签约项目 15 个 签约总额 53 亿元

关注咸安温泉办事处 79 号院“通气难” 5

把“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本报评论员
连日来，咸宁日报全媒体推出的
《关注咸安温泉办事处 79 号院“通气
难”
》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令人欣慰的是，在市委主要领导
“过问”
之后，这个让居民纠结了 7 个多月的难
题，仅用 6 天就解决了。
人们为 79 号院居民开心而开心，
也为相关单位立行立改而叫好。但回
顾 79 号院“通气难”一事始末，其中暴
露出来的问题仍然值得深思和反省，尤
其是在当前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背景
下，更有其
“标本”
意义。
表面上看，79 号院“通气难”的难
点是天然气气源接驳工程搁浅，其原因
也是多方面的，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重点检查文物古建传统村落

本报讯 通讯员朱燕林报
道：
连日来，
我市各地消防监督人
员深入辖区文物古建、
博物馆、
传
统村落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
查。目前，全市共检查各类文博
单位、传统村落场所 38 余处，发
现并整改火灾隐患69处。
在咸安、通城、通山等地，消
防监督人员对辖区 8 处国家级、
12 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展消防安全检查，重点查看了
各场所消防安全责任制度落实，
值班、巡查人员职责明确，消防
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在岗在位

高质量发展看亮点

王远鹤就落实全国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要求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本报讯 记者周荣华报道：3 月 18 日，全
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在咸宁分会场参加会
议，并在会后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讲话，强调
全市各级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全面落实
森林防火各项责任，严防森林火灾事故。
王远鹤要求，要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
抓好认识的提升。森林防火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事关生态文明建设，也事关咸宁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清明节、
“五一”即将来
临，当前是森林火灾易发、多发的重要时期，森
林防火责任重大。各级各地要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森林防火、防灾救灾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贯彻落实全国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把森林防火作为当
前的一项硬任务、硬要求和硬责任，对工作责
任履行不到位的，要严格追责问责，确保咸宁
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事故。
王远鹤强调，要全面落实森林防火各项措
施。森林防火，重在预防。要在“防”字上下功
夫，坚决做到火源不上山、不入林，从细节入
手，杜绝风险源，防患于未然。要加强预警监
测，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追责。要落实包保
责任，将责任落实到单位、到个人，构筑森林防
火的钢铁长城。要加强物防保障，森林防火物
资要到位，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要做好
应急预案，制定详细的、可落地的森林防火措
施和办法，确保万无一失。
王远鹤要求，要强化统筹协调，形成防火
合力。森林防火涉及到社会各个方面，人人有
责，不只是政府的事情，不只是应急管理、消防
救援和林业部门的工作；
要加大宣教力度，
确保
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全覆盖、无死角。要明确部
门职责，
层层压实责任，
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
值班制度，
坚持值班人员 24 小时值守。要加强
隐患排查，
做到有问题早发现、
早报告、
早处置。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杨良锋，副市长吴
刚在咸宁分会场参加会议。

全面落实责任 严防火灾事故

赤壁高新区

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79 号院的
居民奔波了几个月，开通天然气一事毫
无进展，相关单位却在群众合情合理合
法的利益诉求面前，互相“踢皮球”
“和
稀泥”，明显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和漠视
群众利益的问题。这种做派，往根子上
说，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树得不牢，
与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实践活动格格不入。
其实，类似
“通气难”的民生问题在
其他领域还有不少，如行路难、饮水难、
讨薪难、上学难、就医难等等，很多问题
也是可以快速解决的，但往往因为相关
单位不作为而久拖不决。一些干部甚
至依赖于
“领导过问”的被动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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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不逼就听之任之，结果往往是，小
事拖大，大事拖
“炸”。这样的思想和作
风，危害性极大。
正因此，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广大党
员干部必须把“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始
终，落到实处。通过
“我为群众办实事”
砥砺初心使命，
厚植为民情怀，
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把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务必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 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提
醒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始终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党员干
部一定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始终站稳
新闻热线：
0715-8128787

人民立场，走好群众路线，任何时候都
要责无旁贷地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
揪心事。
把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务必
大兴务实之风。常言道，一堆口号不如
一个行动。我们要切实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中，落实到自发、
自觉、自主、自动的日常行为上，落实到
用心用情办好点点滴滴的民生小事、实
事上。
把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务必
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要坚持依
法依规、公平公正、积极主动解决问题，
既要防止越位错位，也要防止缺位。对
群众诉求合理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到位，
诉求无理的要做好普法宣传和思想教
育，切实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根源
上解决问题，做问题的终结者。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落到实处，是我们砥砺初心
使命的必答题。唯有如此，我们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才更有成效。
（执笔：邓昌炉）
电子信箱：xnrbxwb＠163.com

本报讯 记者谭宏宇、通讯
员熊熙报道：3 月 16 日上午，嘉
鱼县举行 2021 年“开门红”招商
引资项目春季集中签约活动，现
场共签约项目 15 个，计划投资
总额 53.349 亿元。
签约仪式上，嘉鱼县与武汉
军威文化传播集团有限公司、江
苏诚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15 家客商集中签约，其中，最大
计划投资额达 20 亿元。
此次签约的项目涉及乡村
振兴、智能制造、汽车零部件制
造、光电子器件、新材料、家居装
饰制造、农产品加工等产业，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引领性、
创新性和成长性十分突出，对推
动嘉鱼产业全面转型升级产生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嘉鱼将以此次活动为起点，
继续当好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
的金牌
“店小二”，为项目建设搞
好协调服务、真心实意地为企业
排忧解难，不折不扣地落实惠企
政策，全力打造服务最优、成本
最低、效率最高的投资环境。
据了 解 ，除 了 此 次 集 中 签
约项目外，该县一季度已上报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18 个 ，投 资 额
21.94 亿元。

《通山革命长歌》唱响南鄂
本报讯 通讯员盛坚、吴世
湖报道：近日，咸宁市史志研究
中心党史专家徐赐甲创作的文
艺作品《通山革命长歌》出版发
行。
该作品分 37 章、1173 节、
5865 行。全篇以当地群众喜闻
乐见的山歌形式，传唱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通山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百折不挠、英
勇斗争的历史。
长歌娓娓道来，展现了一幅
值班总编：刘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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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将读者带
进了那个火红的革命年代。
这种尝试，拓 宽 了 民 间 叙
事长歌创作题材领域，创新了
党史、革命史的普及宣传形式，
既可以把它当作革命史阅读，
也可以把它当作山歌随时随地
哼唱。
专家认为，
《通山革命长歌》
是“‘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之
乡’的最新最长作品”，乃“旧歌
新唱谱新篇”之作。
校对：
王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