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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10.5%、16.5%、16.9%、18.2%。
随着“惠游湖北”政策红利不断释放，1 月至 11 月，宜昌市旅游接待人数达
5474 万人次，旅游收入 400 余亿元；随着宜昌港口型物流枢纽城市加快建设，全
市货运量连续 4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市 A 级物流企业总数达 97 家，第三产
业加快提质。
宜昌市还着力厚植创新优势。组织申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 家、省级工程
研究中心 5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14 家。高新区、西陵区被确定为湖北省双创
示范基地，
高新区被省推荐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候选单位。

动能提档 做实项目支撑
12 月 3 日，宜昌高新区白洋工业园，宜昌人福白洋原料药生产基地
项目建设正酣。采用多功能模块化设计，建筑面积达 1 万平方米的
原料药一号车间已成功封顶。
今年，宜昌市全力以赴促进项目建设，坚持“能开则开、能早
则早、能多则多、能快则快”，确保项目快落地、快开工、快建
三峡枢纽白洋港一角。
三峡枢纽白洋港一角
。总投资 2.6 亿元的白洋
成。已举办全市性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9 次，150 个重大项
港疏港铁路正在加紧建设
目集中开工，1 月至 11 月，全市新入库亿元以上项目（不含房
地产）449 个，计划总投资 1448.71 亿元。省、市重点项目全部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湖北宜昌市聚
开工。郑万高铁联络线、江南翻坝铁路、江南翻坝油气管道、当
焦发展提质、动能提档、环境提优，推进产业转型，
远铁路、三峡机场改扩建工程、三峡翻坝江北高速公路、湖北航
做实项目支撑，推动效能升级，奋力推动宜昌疫后重
空学院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广汽传祺总装车间玻璃
振，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事求是谋项目。依托湖北省投资项目“三库”
管理平台，凝聚
涂胶机器人在自动化生产
各地各部门的力量，按照可审批、可申报、可开工、可持续原则，海阔天
发展提质 推进产业转型
空谋划项目。建立“十四五”重大项目储备库，谋划投资亿元以上项目
作为枝江姚家港化工园区率先建成投产的化工企业，宜昌聚龙环
6602 个，总投资 7.26 万亿元。实施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能“十大工程”三年行动
保科技有限公司产能扩大 7 倍，产品种类翻了 3 倍，销售范围从宜昌覆盖到长江
计划，
储备重大项目 1127 个，
总投资 7270 亿元。
流域，已成为全省较大的水处理剂生产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凝聚合力争项目。截至目前，宜昌市争取中央预算投资项目 321 个，到位资
2017 年开始，宜昌对沿江 134 家化工企业实行“关改搬转治绿”，目前已完
金 30.01 亿元。再获企业债券“直通车”奖励政策，获批企业债 9 只 89.19 亿元。
成 106 家，28 家正在搬迁。同时，
加快建设枝江、宜都两个高标准专业化工园区， 争取政府专线债 61.1 亿元、抗疫特别国债 26.26 亿元。152 家企业获中央财政贴
21 个基础设施项目顺利推进，累计完成投资 23.57 亿元，今年双双跻身国家绿色
息专项贷款 215 笔，共计 60.53 亿元。272 家企业纳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
工业园区。
产企业名单，
办理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 126 笔共 2.2 亿元。
纵 深 推 进“ 工 业 技 改 三 年 行 动 ”，工 业 技 改 投 资 占 工 业 投 资 比 重 达 到
环境提优 推动效能升级
61.6%。累计完成投资 1894.93 亿元，总量位居湖北省前列。通过技改，生物医
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产值占全市工业总
今年，宜昌市着力打造“千名干部进千企”服务活动升级版，服务平台覆盖

从湖北宜昌中心城区出发，沿三峡高速行驶约 30 公
里，便到达鄂西、渝东国际门户机场——宜昌三峡机场。打
开项目方案设计图，这座即将崛起的航站楼，宛如凤凰展
翅，腾势欲飞。
2018 年 3 月，三峡机场改扩建飞行区及空管工程开工，
2019 年 11 月，三峡机场 T2 航站楼工程开工。
三峡机场改扩
建工程总投资约 21.75 亿元，具体包括飞行区工程、空管工
程、航站区及站前立体交通配套工程，
建成后将达到 4E 级国
际机场标准，航站楼从现有的 1.48 万平方米扩展到约 7.4 万
平方米，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500 万至 800 万人次保障需
求。
3 年过去，
各参建方正奋力冲刺 2021 年主体竣工的目标。
宜昌三峡机场作为三峡工程重要配套项目，是服务鄂
西渝东地区对外发展的重要航空口岸。这里，即将成为三峡
门户宜昌飞向未来的新起点。

工程建设全面铺开
按照计划，4.19 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1.67 万平方米
的国际航站楼 2020 年前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2021 年 4 月
钢结构施工完成，9 月 30 日主体竣工。
航站楼门口，配套高架桥工程桩基已完成 80%，即将进
入桥梁施工；站前广场及绿化工程、边检和海关设施设备项
目正在进行相关设计，将于 2021 年 4 月进场施工。
最早施工的 6.2 万平方米停机坪已于 2019 年 12 月投

1427 家工业企业、1637 家服务业企业、445 家农业企业，累计收集企业诉求
2006 件，
办结率达 98.7%，
切实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
“店小二”
。
同时，搭建应对疫情金融应急服务中心，累计帮助企业新增授信、放款分别
达到 1206.88 亿元、767.77 亿元，宜昌网上金融服务大厅被国家相关部门确定为
全国信用创新试点平台；坚决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前三季度累计为全市水电气用
户争取电费降价红利 1.99 亿元，天然气降价红利 5440 万元，用水降价红利 588
万元。
此外，宜昌市扎实优化政务环境。推进多评、多审、多验、多证、多规、多管等
“六多合一”改革，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告知承诺制、
“标准地”出让等改革，73 项高
频办理事项实行
“容缺审批”
，不动产抵押审批提速 6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可网
办率达 98.6%，
减时限比例达 60%以上，
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98%。
助力优化信用环境。加强政务诚信监管，政府失信事件整改全部完成；建立
失信修复机制，累计为 350 余家企业开展信用修复；创新推进“信易贷”，宜昌网
上金融服务大厅上线 8 个信贷产品，累计放款 1.50 万人（户）次、78.57 亿元。宜
昌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考核排名全省前茅，综合信用指数在全国 261 个地级市
中排名第 14。

位于宜昌点军区的智慧城市物联网（东土科技工业互联网
东土科技工业互联网）
）产业园

入使用，停机位由 11 个增加至 21 个，有效提升了 2020 年春
运运力保障水平。
跑道延至 3200 米、平滑延至 3200 米，新建 2 条垂直联
络道，2 条快速出口滑行道均已完成，飞行区场道及助航灯
光工程即将验收；全向信标台、气象综合楼、气象雷达塔等
空管工程已完成项目土建施工的 95%，设备已全部到货，向
2021 年主体竣工目标发起全面冲刺。

上绿色清洁能源。
三峡绿色空港示范项目由此正式启用。
近年来，三峡机场承担的起降任务逐年增加，从 2018
年起降停靠飞机 7.65 万架次，增长到 2019 年的 8.62 万架
次，
停靠待飞期间使用燃油的污染问题也日益严重。
长江三峡区域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为积极落实
长江大保护相关工作，今年 5 月，三峡机场与国家电网宜昌
供电公司签订能源互联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携手共同打
造三峡坝区
“绿色空港电能替代示范项目”
。
通过廊桥岸电系统，靠港飞机停靠待飞期间由地面廊
桥直供电代替传统航油发电。仅此一项，三峡机场每年可减
少航油消耗 2000 多吨，减少有害气体排放 6400 余吨，直接
用能成本降低三分之二以上，同时还有效减少噪声及震动，
提升旅客乘机舒适度。
三峡机场还将建设多能互补中心、电动汽车专属服务
区等后续项目，努力将三峡机场打造成全国支线机场绿色
发展的标杆。
除了绿色，还要智慧。在三峡机场改扩建项目规划中，
智慧机场是其中重要项目之一。除了刷脸登机、行李自助托
运，
还可以为旅客提供个性化服务。

建绿色智慧机场

带动三峡临空经济区建设

12 月 14 日 11 时许，随着宜昌三峡机场廊桥岸电系统
成功通电，在此停靠待飞的东海航空 DZ6347 航班率先用

11 月 18 日上午，一架空客 A320-200 飞机进入贝迪克
凌云（宜昌）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机库拆解，标志着凌云

热火朝天的三峡机场 T2 航站楼和国际航站楼建设现场

民航在定检、喷涂等业务基础上，进军飞机拆解与航材销
售，
实现了业务领域版图的进一步拓展。
落户三峡临空经济区后，随着业务量日趋饱和，贝迪克
凌云（宜昌）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再次投资 1.8 亿元，建设
民航飞机客改货基地项目。
近年来，宜昌市以三峡机场为载体，积极发展临空经
济。2017 年正式批复的《三峡临空经济区总体方案》，明确
将三峡临空经济区作为宜昌市加快建设湖北省域副中心城
市的重要平台，推进三峡机场向干线机场升级，促进立体化
交通体系和多式联运建设，推动通用航空产业、临空现代服
务业、临空制造业和其他临空配套产业向区内聚集。
三峡临空经济区规划区范围以三峡机场为中心，沿交
通线向外发散式拓展，总面积约 45 平方公里，主要布局临
空经济相关各类产业园区、物流园区和商务园区等，建成后
将成为全国性临空产业示范基地、港产城融合发展的绿色
智慧航空新城。
三峡机场二期改扩建项目开工，不仅带动了三峡国际
博览中心项目加速建设，卓尔·宜昌航空社区项目、航空大
酒店等项目也正相继开工，形成了集飞机维修、改装、喷涂
为一体，航空培训、通航旅游、公务飞行、医疗急救为基础，
会展中心、研发中心、航空小镇为配套的多产业集群，行业
集群效应凸显。
（数据来源：
湖北宜昌市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