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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市继续改造白云大道
近期改造范围：掇刀石大桥至凤袁路段 改造标准：与已改造段基本一致
荆门晚报讯 （记者李晓雪 通讯员徐
爱 ） 昨日， 晚报记者从市规划局获悉，

2018 年，我市将对白云大道南段（深圳大
道—凤袁路）进行改造，按照今年政府工
作报告的要求，该工程计划年内完成。
2016 年，我市对白云大道（昱奎桥—
金桂园）进行了综合整治，2017 年，接着

对白云大道 （虎牙关大桥—深圳大道）和
白云大道（凤袁路—昱奎桥）进行了综合
整治，改造后的道路及配套基础设施得以
提档升级，市民出行更加安全、便捷，城市
形象也得到了提升。为不断改善市民出行
条件，今年，我市将继续实施对白云大道
（掇刀石大桥—凤袁路段）的改造。待两座

汽车站搬迁后，下一步继续对剩余路段进
行改造。
按照规划方案，白云大道（掇刀石大
桥—凤袁路段） 的道路改造标准与已完
工的深圳大道以北改造段一致。 改造范
围全长 2230 米，红线宽 60 米，包括双向
六车道车行道、侧分带、辅道及人行道；

当年签约 当年开工
洛阳远洋伦拿医疗（荆门）公司
当年完成项目主体工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带一路”写入党章

我市首个“零审批”工业项目
即将竣工投产

大会同意， 把中国共产党坚
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
力量的绝对领导， 贯彻习近平强
军思想， 坚持政治建军、 改革强
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
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 切实保证人民解放
军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
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
持正确义利观， 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
写入党章。

荆 门 晚 报 讯 （通 讯 员 钟 楠 记 者 戴
永君“
） 2017 年， 是公司的幸运年，我

们一年完成了原来至少要一年半才能
完成的建设任务……” 洛阳远洋伦拿
医疗（荆门）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安民日
前说。 洛阳远洋伦拿医疗（荆门）有限
公司血液透析浓缩液生产基地 2017
年 2 月初签约落户荆门高新区，成为全
市首个
“
零审批”工业项目，实现了当年
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完成主体工程，再
一次刷新了项目建设的
“
高新速度”。
刘安民介绍， 该项目计划投资 3
亿元， 建成后可年产 500 万人份血压
透析液（粉），实现销售收入 2.36 亿元，
年上缴税收 2200 万元。 2017 年 3 月
底， 该公司完成了注册和项目立项手
续，但如果按照审批流程一步步办理，
等项目完成全部审批手续再开工恐怕
要到 8 月份以后了。 刘安民有点着急，
这个项目的市场前景很好， 早开工就
意味着早投产、早见效益。
这个时候， 我市开始探索实施一
般工业项目“零审批”改革试点，并把
高新区确定为首个试点区域。 零审批
是指一般工业企业投资项目， 在取得
土地并通过规划方案审查后，按照政府
设定的准入条件、建设标准和相关要求
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承诺，企业自
主开展项目设计和施工，并在建设过程
中同步完善各项审批手续，待项目竣工
以后再进行联合验收发证，不达标不投
产。 这是一种便捷高效、 责任明确、变
“
先批后建”为
“
先建后验”的审批制度。
当时，该项目符合条件，经企业申请，高
新区行政审批局审核，成为全市第一个
“
零审批”工业项目。
该项目 2017 年 6 月中旬开工建
设。 建设期间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上门
服务， 全程跟踪协调服务， 实现了审
批、监管与服务有机融合。 截至目前，
该项目厂房和办公楼已完成主体工
程，正在进行外墙装修，员工宿舍的主
体工程也即将完成，即将竣工投产。

地下管线改造包括新建直径为
600mm—1200mm 的供水管、 雨水管、
污水管，道路双侧布置管群及支线管廊；
改 造 沿 线 红 线 内 增 加 划 线 停 车 位 630
个，远期结合用地情况增加公共停车场；
绿化景观方案与深圳大道以北改造段基
本一致。

日前，2017
“书香住建”经典诵读暨颁奖晚会在荆门惠民剧场举办。 来自市
园林局、市供水总公司等市住建系统各条战线上的职工以诵读的方式，展示住
建人的风采、传递读书的力量。
荆门晚报记者 李晓雪 摄

“荆门味道”飘香食博会

11 个小游园启动建设 10 个交付使用

荆 门 晚 报 讯 （记 者 李 力 通 讯 员 王
建 平 ） 近日，我市 27 家企业参加第 26

荆门晚报记者 胡于梅 通讯员 龚百龙

2017 年年初，市政府将“开工建设
11 个小游园，完成南片区公园、双泉公
园、海慧小游园、缸盖厂小游园、关坡小
游园、月亮湖小游园建设”工作纳入民生
实事，一年时间过去了，工作完成情况如
何？
“现在傍晚来公园散步再也不用摸
黑回去啦， 路灯装好了， 路面也修整平
了。 ” 家住城南新区的陈阿姨乐呵呵地
说。
是的，随着我市 2017 年民生实事的
逐件完成， 越来越多的市民感受到城市
里越来越贴心的变化，特别是“绿”的变
化。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上午，家住南苑
小区的居民苏永红老人像往常一样，来
到关帝路小游园悠闲散步。 苏永红表示，
这里以前堆满了垃圾，现在小游园建起来
后，早晚都有人来散步，或者带小孩来玩，
环境变好了，人也多了热闹了，挺好的！
关帝路小游园位于关帝路与望兵石
路交会处，面积 7200 平方米。 目前游园
已投入使用。 游园里座椅、 路灯一应俱
全。
这还只是城区一小景，在我市，2017
年新建成的小游园还真不少呢！
谈及 2017 年的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廖
必银有话说。
廖必银介绍， 为给市民提供更多的
休闲空间，2017 年年初， 市政府将小游

7 个农产品获评
“荆楚优品”

园的建设纳入到民生实事进行重点督
办。 经过前期紧张施工，目前建成了南片
区公园、关帝路小游园、缸盖厂小游园、
蒙泉生态园、海慧游园、关坡小游园、青
山游园、泉口游园、天鹅游园、月亮湖游
园（金泉小游园）等 10 个小游园，建成面
积达到 23.64 万平方米。
在建设完成的这些游园中， 有规模
较小的，也有投资多建设规模较大的。 如
南片区公园便属于建设规模比较大的公
园， 投资也较多。 该项目位于荆门高新
区·掇刀区，北面紧靠荆宜高速，西侧为
交通大道，南侧为天乐路，规划总净用地
超 240 亩，其中水体面积 9000 平方米，
硬化面积 530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景
观湖、公厕、园路、苗木栽植等。 市住建委
于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8 月期间进
行建设，目前已经交付使用。
他补充称， 唯一一个还未交付的公
园是双泉游园，它位于白石坡路以南、关
公路以北、龙泉路以东、深环路以西，占
地面积约 8.4 公顷， 其中水体面积 2.5
公顷， 绿化面积 4.58 公顷， 硬化铺装
1.27 公顷，停车位 68 个。 该项目近期将
开工。

届中国食博会暨国际食品交易会，7 个
农产品喜获
“荆楚优品”证书。
本届食博会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荆门展区内，各类具有地域特色
的农产品和食品琳琅满目。 钟祥共享
粮仓酵素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现场制作
酵素米饭，“荆门老字号” 企业钟祥市
品上品商贸有限公司的“蟠龙菜”系列
食品吸引了不少顾客前来购买， 市味
福莱腊货风干系列、 钟祥市老龙王蜂
蜜、 漳河金林红心柚等本土农特产品
均成为抢手货。
在食博会期间举办的 2017“荆楚
优品”合作大会暨企业家年会上，京山
有机桥米、钟祥兴利牌干香菇、沙洋虾
香稻米、东宝石碾米、掇刀“石牌磨房”
豆制品、漳河生态黑猪、屈家岭有机莲
藕 7 个农产品，荣获“荆楚优品”证书。

荆门高新区·掇刀区侨联成立
日前，荆门高新区·掇刀区召开归
侨侨眷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区侨联成立
大会， 选举产生了区侨联第一届委员
会。 据统计，荆门高新区·掇刀区现有
海外华侨华人 56 人，归侨、侨眷 180
（刘国锋 高梦鸾）
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