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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推行光盘行动
G1007次列车（武汉至深圳北）工作

人员和乘坐列车的旅客举行“拒绝舌尖浪
费,培养节约习惯”的倡议签名活动。倡导
乘车旅客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养成
节约习惯。

长江日报记者肖僖
通讯员郭玉琴 摄影报道

长江日报讯（记者文涛 通讯员耿仲煊 阮玉荣 韦鹏
洲）武汉首家千亿级别（营业收入）的民营企业，有望在今
年诞生。“2020武汉民营企业100强”和“2020武汉民营制造
业企业50强”排序榜8月31日正式发布，有22家企业2019
年度营收超过100亿元，比上年增加6家，其中九州通和卓
尔控股已成功站上“9字头”。

排序榜由市委统战部、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局、市工商
联共同组织，在尊重企业自主申报原则的基础上，以2019

年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依据，由市工商联完成。
2020武汉民企100强入围门槛为15.64亿元，是5年前

首次发布排序榜时的5倍多。九州通、卓尔控股与恒信汽
车蝉联三甲。

“民企 100 强”营收总额为 9615.56 亿元，较上年增长
14.78%；利润总额为448.03亿元，同比增长30.18%；税后净
利润为362.69亿元，同比增长37.14%。利润和净利润增幅
均为营收增幅的2倍多。在减税降费等政策的有力支持

下，以“百强”为代表的武汉民营企业呈现出明显的高质量
发展态势。

大型民营企业成长速度不减。以九州通为例，作为武
汉民企排头兵，公司 2017、2018、2019 年度营收分别为
739.43亿元、871.36亿元和994.97亿元，一年上一个台阶，
2019年度与千亿元大关的距离仅有5.03亿元。卓尔控股
与千亿元的距离也已缩小到31.61亿元。

（排序榜及相关分析详见第4、5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
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强
调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
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
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
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
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
国之大者。学习贯彻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8月27日武汉市委
常委会会议提出，武汉市应着
眼长远、把握大势，在全球、全
国、全省维度谋划武汉未来发
展定位。

识新局，在新发展格局
下重新认识自己

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发展
要素的流通和聚集发生变化，
发展的格局与中心发生变化。
对城市发展来说，面对新挑战，
更面临新机遇。

企业家是对机会最敏锐的
群体。两周前，亚布力中国企
业家论坛首次开启特别峰会，
数百名知名企业家论道武汉，
共谋未来。此后两周，每天都
有知名企业家到汉，有时一天
三家企业代表团访汉。企业家
密集访汉，是武汉疫后重振以
来受到关注的现象。据不完全
统计，四个月来访汉知名企业
家超过千人次。

在企业家们看来，武汉是
经济恢复最快、新发展动能
足、经济新增长点多、区位优
势显著的城市。泰康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

武汉民企100强和制造业50强发布 22家民营企业跻身百亿俱乐部

九州通卓尔距千亿“一步之遥”

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武汉以“新”破题
长江日报记者鲁珊

武汉一周

弘扬勤俭节约美德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致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公开信

长兼 CEO 陈东升今年多次到
汉，他说，4 月 5 月来汉，更多
的是暖心之旅、信心之旅，8 月
以后来汉，则是重仓武汉、投
资武汉。

8月初，武汉市领导率队赴
京拜访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
国家部委和央企，国家部委和
央企领导一致表示看好武汉发
展，将支持武汉申报交通强国
试点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在“十四五”期间持续加
大国有资本在汉布局。

在新发展格局中再展雄
风，交通先行。

目前，武汉正在加快构建
十二向“超米字”型高铁放射
通道，打造祖国立交桥；天河
机场改扩建项目也在重点推
进；加快推进长江沿岸铁路集
团落户，加快沿江高铁建设，
推进铁、水、公、空等多式联
运，增强沿江大通道客货运能
力；打通东西，畅通南北，进一
步强化和提高交通枢纽功能，
武汉全力打造国内客运枢纽
和物流中心。

8 月下旬，“中国铁路”平
台点名武汉。它是全国“唯二”
直达内地 30 个省会、自治区首
府和直辖市的城市，高铁网络
连接东南西北，枢纽位置独此
一档。

承东启西、接南转北，通江
达海、辐射八方，作为中国经济
地理中心，新陆权时代的武汉
区位优势不比沿海差，如何加
速积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
息流，武汉正在新的发展格局
中重新认识自己。

（下转第二版）

长江日报讯（记者王雪）8 月 30 日，市委副书记、市
长周先旺调研全市发热门诊升级改造工作，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对照标准要求和时间进度，加快推进发热门
诊升级改造，进一步发挥好发热门诊“前哨”作用，做好
秋冬季疫情防控各项应对工作，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防线。

周先旺来到市儿童医院了解发热门诊改造情况，
并向广大医务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感谢大家为疫情
防控武汉保卫战作出重要贡献。“消毒设备的可靠性有
多高？可以达到什么等级？”来到这里，周先旺察看留
观病房配置，详细询问目前发热门诊运行情况、在院病
人数量，他要求精细施工，保证改造工程质量，确保发
热门诊安全可靠稳定运行。他强调，常态化疫情防控，

不能有丝毫疏忽放松，市儿童医院要持续弘扬抗疫精
神，做好社区服务的同时，更好地服务儿童就诊，坚决
守好发热门诊这个“前哨”，做好秋冬季常见传染病预
防处置工作。

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发热门诊将独立设置 CT 室、
观察室和隔离病房；市第一医院正加紧对发热门诊进行
施工改造。周先旺先后察看两家医院发热门诊改造进
展，要求在如期完成工程的同时，务必严格施工标准、确
保施工质量，杜绝各类风险隐患。他要求相关部门要系
统研究医院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统筹考
虑、协同推进，加快相关项目建设，尽快补齐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短板。

副市长陈红辉参加调研。

8月30日晚，汉街五光十色、人头攒动。市民们在汉街漫步、购物、品尝美食、观赏节目，伴着徐徐
凉风享受着美好的夜生活。 长江日报记者何晓刚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华智超）8月30日，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王忠林调研全市重大项目
建设推进情况，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在确保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的前提下，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抓紧补
齐民生短板，尽早惠及广大市民，助力疫后
重振和高质量发展。

汉西小学异地新建项目是今年市领导
带头包案化解的信访积案，新址将建设崇仁
路小学兴华校区，预计明年春季开学前建成
投用。王忠林来到施工现场，仔细察看建设
进展，叮嘱施工方要狠抓工程质量，加强规
划设计，在校园建设中融入历史文化元素，
为学生们打造一个安全、温馨的校园环境。
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
发展位置，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在新建改建
小区规划中充分考虑教育配套设施建设，加
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增强市民获得感。

协和医院金银湖院区正打造“平战结
合”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防御基地，项
目一期预计今年年底投入使用。王忠林
走进院区，察看工程进度，强调要在确保
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前提下，加快项目建
设，完善周边交通配套，方便市民就医；在
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好周边湖泊生
态。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形
成工作合力，用足用好中央一揽子支持政
策，大力支持医院质子医学中心等项目建
设，加强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提升区
域医疗服务水平。

来到武汉康宁 10.5 代玻璃基板生产线
厂房，王忠林察看生产线，关心询问项目还
有什么问题需要协调解决。他鼓励企业，抢
抓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带来的新机遇，
加大在汉投资，助力武汉打造“光芯屏端网”
万亿级产业集群，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他要
求各级各部门，加压奋进，狠抓重点项目，扩
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以重大项目为
引领，加大招引力度，加快延链、补链、强链，
推动形成产业集群；全力做好企业服务，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市领导胡亚波、龙良文、张文彤、陈红
辉，武汉临空港经开区管委会主任、东西湖
区委书记杨泽发等分别参加有关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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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旺调研发热门诊升级改造工作

坚决守好“前哨”做好秋冬季疫情防控应对工作

600多名武大华科学子
“同一所大学”报到

王忠林与海尔金控总裁蔡政元座谈
长江日报讯（记者华智超）8月30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

忠林与海尔金控总裁蔡政元一行座谈。
王忠林对蔡政元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海尔金控为武汉抗击疫

情和疫后重振作出积极贡献。王忠林说，武汉交通优势明显、科
创资源丰富、产业基础优厚，以光芯屏端网和汽车制造为代表的
产业蓬勃发展。当前，武汉正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希
望海尔金控与武汉深化在产业基金等方面合作，带动更多优质企
业落户武汉，助力武汉人工智能、5G、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发展，
支持武汉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市委市政府将对标先进城市，打造
一流创新创业生态，为企业在汉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蔡政元说，武汉现在人气很旺、经济回升很快，营商环境不断
改善，对武汉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海尔金控将继续重仓武汉，在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5G、3D视觉等领域深化合作，助推武汉经济
社会发展。

市领导胡亚波、汪祥旺、龙良文、徐洪兰参加座谈。

长江日报讯（记者华智超）8月30日，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王忠林与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都
业洲一行座谈。

王忠林对都业洲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企业大力支持
武汉抗击疫情和疫后重振。王忠林说，今年的武汉，抗击

疫情、迎战洪水、疫后重振，一仗接着一仗打。当前，全市
上下正冲刺决战，努力实现全年较好增长。武汉区位、交
通、科教、产业优势明显，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努力打造
发展高地，企业投资武汉未来可期。希望中交一公局集
团与武汉深化在交通建设、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领域合

作。市委市政府将做好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汉发
展壮大。

都业洲说，无论疫情、汛情，都不能将英雄的武汉人民
击垮。中交一公局集团将在汉设立华中区域总部，积极参
与武汉交通建设、片区开发、水环境治理等，助力武汉高质
量发展。

市领导徐洪兰、张文彤，武汉临空港经开区管委会主
任、东西湖区委书记杨泽发，长江新城管委会主任、江岸区
委书记马泽江参加座谈。

王忠林与中交一公局集团董事长都业洲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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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钟申贷0人工介入1秒钟放款

武汉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申贷速度大提升 8月30日，600多名武大华科学子到达东西湖区国家网安基
地网络安全学院，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长江日报记者郭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