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旧金山鹿特丹香港等城市生态项目竞逐脱颖而出
武汉武青堤综合整治
获 C40 城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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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119个项目总投资 2058亿元

第二批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记者 郑 汝 可 张 隽 玮）12 月 6 日，全市招商
引资工作会议召开次日， 我市第二批招商引资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119 个项目主要涉及工业及服务业， 总投资
2058 亿元，再掀武汉招商引资与项目落地双热潮。 省委
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市长万勇，市政协主席胡曙光
出席。
119 个重大项目中，工业项目 56 项，总投资 550.8 亿
元，服务业项目 63 个，总投资 1507.2 亿元。 其中，投资额

50 亿元及以上项目 13 项，过百亿元项目 2 个。 投资额最
大的项目位于东西湖区， 由武汉弘芯半导体制造有限公
司投资 236.6 亿元建设的弘芯半导体生产基地二期项
目。
据介绍， 此次开工的重大项目分区布局紧密结合当
前武汉产业布局规划。 例如，武汉开发区项目中，有 9 个
围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展开，包括经开·通航企业社区
建设。 东湖开发区项目主要围绕生物医药及激光精密加

工智能装备进行建设。 在江岸区，于去年 10 月签署落户
协议的泰康在线总部大厦项目动工。 在武昌区中北路沿
线，华中金融城金融主轴、北大方正大厦等项目启动。
两个月前，我市首批 132 个重大项目已经开工，总投
资 2336 亿元。今年 1-11 月，武汉招商引资项目签约投资
达 23640 亿元，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7625.8 亿元。
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陈瑞峰，市领导张曙、蔡杰、
徐洪兰等参加。

两个月来 251个项目集中开工
签约热落地快成就招商引资“
武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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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瞩目今晚揭晓

2017年度武汉市“二十件大事”评选沸点到来
时间:
今晚 8:10

电视直播: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WHTV-1）、文体频道（WHTV-5）
网络直播:长江日报 APP、长江日报头条号、长江网、掌上武汉、黄鹤 TV、斗鱼、今日头条、腾讯大楚网

本报讯 （记者 郑 汝 可）12 月 6
日，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陈一新主
持召开市委常委会， 传达学习省委
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 研究部署我
市贯彻意见。 会议强调，要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
帜， 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二次
全会精神， 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引向深入，推动中央、省委的重大
决策部署在武汉落地实践。
会议指出， 省委十一届二次全
会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省委书
记蒋超良所作的报告和全会审议通
过的《决定》，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对我省
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提出了更
高要求， 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省作出了战略部署， 是引领我
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
设的纲领性文件。 全市上下要认真
学习、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切实
把省委决策部署落实好。
会议强调， 学习贯彻省委全会
精神， 要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贯穿报告
和《决定》始终的灵魂和主线，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 定“四 个 自
信”；牢牢把握一年来省委推动全省
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 进一步增强
发展信心；牢牢把握省委《决定》的
部署要求， 进一步强化武汉作为全
省主中心的使命担当。
会议强调， 要不折不扣抓好省
委全会精神的落实， 尤其是省委全
会对武汉提出明确要求的各项部
署， 要尽快梳理分解， 加大推进力
度； 要抓紧筹备召开市委十三届四
次全会，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省
委全会精神，总结今年工作，以创新
思路研究明年发展。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大武汉
的实施意见》《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会议强调，开
展长江武汉段跨界断面水质考核奖
惩和生态补偿， 是武汉共抓长江大
保护的创举； 实行各区各部门生态
环境保护同责同考， 是我市创新生
态环境考核机制的有益探索， 各区
各部门要形成合力、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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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巡察破解熟人查熟人
武汉区级巡察
力保派上
“真包公”

6日下午，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大型校园巡回招聘活动，走进复旦大学。图为招聘会现场，复旦学生开心地进行交流

特派记者许魏巍 摄

“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校园巡回招聘走进上海
“武汉机会”受复旦学子热捧

本报讯（记者 王雪 通讯员 曹墨林 陶涛）6 日从市委巡察
办获悉，11 月 30 日至 12 月 5 日， 我市全面启动区级交叉巡
察工作，在全市 13 个区组建 39 个巡察组，同步进驻外区，对
68 家区直部门、街道等单位开展 50 天左右的驻点巡察。
交叉巡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往区内巡察，常面临“熟
人查熟人”“说情打招呼”的困扰，现在我市推行交叉巡察，就
是要派上“真包公”，可以有效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切实发
现和解决各区各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切实为群众谋利益。
据悉， 市委巡察办已协调各区统一召开区委动员部署
会，统一对外派巡察组和进驻巡察组进行“双培训”，统一进
驻被巡察单位开展巡察。 13 个区在区内选调人员各组建 3 个
巡察组，每组 6 名成员，组长由正处级干部担任，副组长由副
处级干部担任。
近日，39 个交叉巡察组已向被巡察区的纪检监察、 组织
人事、检察院、财政、审计等部门了解情况，重点掌握被巡察
单位信访举报、违纪违法、选人用人、财务审计等方面信息。
驻点巡察开始后， 各交叉巡察组将突出政治巡察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被巡察单位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着力发现被巡察单位 2013 年以来在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党
的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选
人用人和其他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中重点巡察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着力发现损害群众切身利益、脱离群
众以及“雁过拔毛”“小官巨贪”“乡匪村霸”“微腐败”等贪腐
问题，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充分发挥市区巡察工作的利剑作
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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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办有标准了

追踪 14年从结果到过程全搞明白了

到多部门办事
只需一次身份认证

武汉科学家确证SARS主犯是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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