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6日，市委书记孟祥伟，市委副书记、市长王远鹤带领检
查团，深入嘉鱼、赤壁、咸安、咸宁高新区和通山县开展拉练检查。

此次拉练检查，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检验各县
（市、区）今年1月至8月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成效，引导全市上下

加快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以更大努力夺取“全年
精彩”，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

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咸宁高
新区、各县（市、区）、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拉练检查。

【看点】武汉中用、南合汽配、中铁
科建

【亮点】★武汉中用汽车零部件生
产项目：该项目位于潘湾工业园，总投
资2.5亿元，总建筑面积 6.45万平米，
于2018年 12月开工建设，现已全面
试产。预计可年产汽车零部件模具和
零部件20万台套，年产值2亿元，年
税收 1000 万元，新增就业岗位 200
个。

★湖北南合汽车饰件生产项目：该

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主要为SGM、
东风、神龙、日产、本田、广汽等主机厂
配套生产汽车内外饰、空滤塑料件及出
风口功能件等。项目于2019年11月
开工，2021年2月竣工投产，预计年产
汽车配饰50万件（套），年产值8000万
元，年税收250万元。

★中铁科建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5亿元，主要生
产轨道交通、高铁、市政等钢筋混凝土
预制构件，制造智能停车设备、精品模
具、精品钢构等创新产品。项目于
2020年6月开工建设，今年7月开始试
生产，预计年产各种构建产品30万立
方米，年产值10亿元，年税收3000万
元，新增就业岗位600个。

【盘点】嘉鱼县牢固树立“工业强
县”理念，始终把工业发展作为经济建
设“第一引擎”，坚持“三量齐发”，工业
基础持续夯实。一是全力招商做大增
量，上半年成功签约项目 54 个，投资
额 84.26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4
个。二是盘活资产做优存量，成功盘
活资产约 10 亿元，释放资源面积约28
万平方米。三是加快转型做强变量，上
半年全县投产 37 个工业技改项目，同
比增长445.9%。

第一站：嘉鱼县

以更大努力夺取“全年精彩”
——我市开展1—8月项目建设拉练检查实录（上）

【看点】住方科技、中亮光电、砂子
岭公园

【亮点】★住方科技智能门窗项目：
该项目于2019年落户赤壁高新区，是
省招商引资重点企业。项目总投资16
亿元，一期2020年初开工建设，引进国
内外先进生产设备，形成年产200万㎡
门窗产品的能力。2020 年就业 320
人，产值1.1亿元，税收800万元，2021
年就业700人，预计产值7亿元，税收

3000万元。
★中亮光电科技项目：该项目于

2020年10月落户赤壁市高新区，主要
研发和生产各类型LED光源高、中、低
功率全系列颜色。一期投资1.5亿元，
2021年3月完成投产。1-8月已完成
营业收入6000多万元；二期投资3.5亿

元建设产业园。
★砂子岭公园项目：该项目于2019

年5月开工建设，总投资近1.8亿元，是
一个集生态、休闲、娱乐、运动健身、海
绵示范、人文科普和防灾避险为一体的
开放式公园。公园位于生态新城核心
区，总建设面积39万平方米，公共建筑

占地0.3万平方米，绿化率达77.1%。
【盘点】今年以来，赤壁市紧紧围绕

冲刺全国百强县目标，以推动重大产
业、重大项目和重大事项落实落地为抓
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
工作，经济运行呈现全面恢复、快速增
长、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元至8月，
该市新增规上企业 17 家,新增总产值
6.8亿元，新增工业增加值1.5亿元。签
约项目107个，协议引资755.7亿元。

第二站：赤壁市

【看点】智莱智能快件箱产业园、华
冶无线充电线圈生产基地、安利大健康
智创园

【亮点】★智莱智能快件箱产业园
项目：2020年，该公司新增投资8亿
元，新上人脸识别智能寄存柜等各类产
品生产线40条，预计年产智能快件箱
8万台，智能冷柜2万套。项目建成达
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约13亿元，新增
税收约4000万元，新增就业500人。

★华冶无线充电线圈生产基地项
目：该项目总投资8亿元，一期已投资2
亿元，已建成拉丝、漆包和绞线产品的
生产线并投产。一期投产后，预计年生
产销售线材0.5万吨，年产值5亿元。

★安利大健康智创园项目：该项目
于2021年4月落户咸宁高新区，项目

一期供地用地150亩，规划建设约2万
平方米具备无菌灌装能力的厂房，规划
12条产线。项目一期投资2.3亿，二期
投资8亿元，将于2023年前完成投产，
预计投产可创年产值约5亿元。

【盘点】今年以来，咸宁高新区坚持
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全面落实市

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经济运行呈现
稳中有进、进中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
实现了“双过半”、“硬过半”。高新区将
以奋斗姿态砥砺前行。项目建设速度更
快，有望在4个月内实现市委市政府对相
关重大项目“当年投产”的要求。产业聚
集规模更大，“一瓶水”产业将在3到5年
时间扩大到500亿元的产值规模。服务
保障质量更优，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
冲刺四季度，确保实现“全年精彩”。

第四站：咸宁高新区

【看点】远博流体、爱鑫医疗、敏能
汽车零部件

【亮点】★远博流体科技项目：该项
目投资5亿元，主要从事设计、生产、销
售各类离心泵、潜水泵、排污泵、给水设
备及泵用控制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流
体设备制造，2021年2月主体完工，目
前正在试产阶段，项目建成达产后，年
产值可达4亿元以上。

★湖北爱鑫医疗科技项目：项目由

湖北鑫宝利无纺布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主要从事一次性医用口罩、医用防护
服、鞋套、无纺布、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的
生产和销售。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
2021年2月主体完工，目前正在试产
阶段，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达到2.4亿
元，解决就业180余人。

★湖北敏能汽车零部件项目：该公
司注册资本10亿元，主要生产新能源汽
车电池盒，客户涵盖宝马、奔驰、奥迪、
大众、本田等品牌。2020年3月，该项
目在温泉孵化园过渡厂房正式投产，预
计2021年实现产值3亿元。项目全面
投产后年产值可达8亿元以上。

【盘点】今年来，咸安区凝心聚力、
克难奋进，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推
动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今年前 8
个月，全区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共签约各类项目95个，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21个，10亿元以上
项目5个，实现了“开局漂亮”的预期效
果。该区将继续发扬“拼抢实”的作风，
确保全年精彩，高举“市区一体”大旗，
做到共谋共建共享。

第三站：咸安区

【看点】王明璠乡村振兴、日兴石
材、瑞兴铝合金模板

【亮点】★王明璠古民居和花海游
乐园项目：县委、县政府投资5600万元
对王明璠古民居内和周边原78户住户
进行搬迁安置，对古民居建筑整体进行
了保护修缮、整危除险。花海游乐园由
通山县王明璠花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1.3亿元，建设
儿童乐园、花卉基地、娱乐中心、会展中
心等功能区域，集赏花、娱乐、游玩、会

展等功能为一体。
★瑞兴铝塑模板项目：该项目总投

资1.3亿元，主要生产建筑用铝塑模板系
列产品，产品集建筑学、模板设计学、结
构力学、色彩美学等多种科研技术为一
身，属国内国际空白产品。项目于2018
年3月落户，2021年12月建成投产。项
目建成后，年生产能力60万件（套），年产

值1.5亿元，新增就业人员200人。
★中电电气通山100MWp光伏电

站：项目总投资7.2亿元，于2020年12
月建成运营，年发电量为9600万kwh，
实现年收入约8160万元，年纳税约980
万元。项目经营期25年，总发电量24亿
kwh，节约标准煤81.5万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221万吨，减少二氧化硫约

6.4万吨，减少氮氧化物约3.3万吨。
【盘点】今年以来，通山县委、县政

府全面布局谋项目，立足“扬长补短”谋
划项目，优化县域经济布局，不断抬高
县域发展底板。全面争取跑项目，截至
目前，县“四大班子”成员带头开展外出
招商20余次，引进项目67个，其中投资
过亿元项目 16 个。全面推进建项目，
实行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
任化，强力推进建新城、建走廊、建龙
头，确保项目落地见效。

第五站：通山县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
8月 31日至9月30日，第

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进驻湖北，欢迎社会各界
积极向督察组反映生态环境问

题线索。督察组联系方式：邮政
信箱为湖北省武汉市A104信
箱，固定电话 027—68881984
（接听时段8时至2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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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
防空法》和《湖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的有关规定，为检验我市人民防
空警报设施的性能，增强市民的
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使广大市
民进一步熟悉防空警报信号，咸
宁市人民政府定于2021年9月
18日上午10时整进行全市防
空警报试鸣。为了确保正常的
工作和生活秩序，现将今年警报
试鸣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试鸣时间：2021年9月
18日上午10：00至10：20。

二、试鸣范围：温泉、咸安、
赤壁、嘉鱼、通城、崇阳、通山七
城区。

三、信号种类：分为预先警
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各
种警报信号鸣放间隔为 5 分

钟。其信号识别：
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

秒，反复3遍，时间为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

反复15遍，时间为3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鸣放 3分

钟。
四、防空警报试鸣的组织：
防空警报试鸣工作由市、县

（市）人防办负责同步组织实施。
防空警报试鸣前，请各新闻

单位及电信、移动、联通相关公
共信息发布载体就有关内容进
行宣传。

防空警报试鸣期间，请各部
门、单位和广大市民、过往人员
积极配合，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
活秩序。

咸宁市人民政府
2021年9月15日

咸宁市人民政府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公告

新华社西安9月1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5日到驻陕西部队某基地视察调
研，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基地全
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他强调，要贯
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聚焦备战打仗，加快创新
发展，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为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航天强国作出
更大贡献。

金秋时节，古城西安天高气爽，景

色宜人。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来
到基地营区。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亲切接见驻西安部队官兵代表，同大家
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基地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充分肯定基
地长期以来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适应航天发
射密度加大、要求提高的实际，优化组
织模式，创新测控技术和手段，确保测
控精准可靠、圆满成功。要统筹实施国

家太空系统运行管理，提高管理和使用
效益。

习近平指出，太空资产是国家战略
资产，要管好用好，更要保护好。要全
面加强防护力量建设，提高容灾备份、
抗毁生存、信息防护能力。要加强太空
交通管理，确保太空系统稳定有序运
行。要开展太空安全国际合作，提高太
空危机管控和综合治理效能。

习近平强调，完成好基地担负的各
项任务，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深化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抓好党史学习教育，发扬
好“两弹一星”精神、航天测控精神，打
牢官兵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想政治
根基，保持部队纯洁巩固和高度集中统
一。要有针对性做好人才工作，强固人
才支撑。要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满
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把干事创业积
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不断开创基地建设
新局面。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习近平在视察驻陕西部队某基地时强调

聚焦备战打仗 加快创新发展
全面提升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湖北日报讯 9月16日上午，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忠林到咸宁
市，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
办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算
好政治账、发展账、民生账，坚决、
彻底、全面抓好问题整改，持续改
善生态环境质量，让美丽湖北、绿
色崛起成为湖北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底色。

咸安区鑫鑫矿业公司因群众
反映“长期开山炸石，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被列入中央第二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信访件。去年
9月30日，咸宁市注销鑫鑫公司
采矿许可，今年6月启动矿山生态
修复工程。王忠林来到矿山修复
工程现场，详细了解整改进展情
况，要求咸宁市严格落实环保督察
要求，抓紧做好矿山边坡整形复
绿、坡面浮石清理、设置永久性防
护网等生态修复工作；优化施工方
案，强化现场管理，保障施工安全，
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在随后召开的督办会上，咸宁
市和通山县、咸安区汇报了小水电
清理、非煤矿山生态修复等督察交
办问题整改情况，省直相关部门提
出意见建议。王忠林指出，抓好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推
进生态环境根本性好转，是必须完
成的政治任务、必须走好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必须答好的民生考卷。
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更有力举措抓好交办问题整改，以
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合格答
卷。

王忠林强调，要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切实找准影响整改进度的堵
点卡点，针对整改进度滞后、标准
不高、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深挖思
想和作风根源，推进全部整改、彻
底整改。要始终零容忍、动真格，
切实以最有力的措施抓实问题整
改，坚持即知即改，对小水电、非煤
矿山治理等问题，立行立改、边督
边改；坚持跟踪督办，实施台账管
理，挂图作战推进，做到问题不解
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罢休；坚
持举一反三，以此次督察为契机，
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对排查出来的
问题深入剖析原因，科学精准施
治；坚持标本兼治，拿出“当下改”
的举措，完善“长久立”的机制，加
快康养旅游等特色产业发展，构建
绿色产业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

王忠林指出，交办问题整改工作解决的是环境问题，检验的是工
作作风。要始终实打实、硬碰硬，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建立健全工作
推进机制，以问责促整改、促落实。各地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坚决扛
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传导压力，进一步强化领导责任、部门责任、
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敢于动真碰硬，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严
肃问责追责，倒逼整改工作责任落到实处，坚决守住生态环境底线，
让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人民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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