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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省领导率领我省党政代表团在合肥京东方（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考察。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本报奉新讯 （通讯员钟启超）昌
铜高速生态经济带战略实施以来，奉
新县以打造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样板工程为目标，以改善生态环境、发
展生态经济、完善生态保障能力、建设
生态家园为抓手，坚持发展与保护并
重、生态与经济共赢，取得了可喜成
效。该县先后荣获“全国造林绿化模
范县”“中国绿色生态示范县”“中国苗
木产业示范县”“国家节能环保示范基
地”等称号。

奉新在“增绿、护绿、净水、治气”
上下功夫，实现生态环境优化。造林

“增绿”，实施昌铜高速沿线造林绿化
改造工程，去年以来新增造林 4.8 万
亩，封山育林 20万亩，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 64.3%；铁腕“护绿”，开展了非煤矿
山专项整治活动，建立健全了森林防
火长效机制，开展了打击破坏森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综合“净水”，关停养猪场 10家，关停非
法排污企业 7 家，全县 106 座小（二）型
以上水库退养工作基本完成；深度“治
气”，严格企业准入条件，加强大气环
境的监测，去年依法关停 2家非法生产
企业，责令 26家企业限期整改。

奉新全力推动生态产业发展。打
造生态园区，制定并实施了《奉新工业
园区循环化改造三年规划（2014 年—
2016 年）》。同时，加快传统产业升
级。目前纺织产业聚集企业 16 家，形

成了“纺织工业原料—纺纱—印染—
织造—成衣”的完善产业链，纺纱规模
达 230 万纱锭，占全省的 46%。去年主
营 业 务 收 入 达 11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3%，成为当地第一个百亿产业。竹
加工业引进央企中新房投资 18亿元建
设以竹代钢、以竹代塑新型建材项目，
砂轮产业产能产量跃居全国行业前三
名。此外初步形成了以玻纤、石墨、太
阳能电池为主的新材料产业，现有企
业 12 家，去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8.8
亿元、增长 16.2%。此外，高效生态农
业生机蓬勃，现代旅游业项目遍地开
花，去年全县接待游客 230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 17.5 亿元，分别增长 31.2%和
39.5%。

奉 新 着 力 推 进 生 态 家 园 建 设 。
完成了县城棚户区、城中村改造规
划、一河两岸街景城市设计、江心洲
湿地公园详规、文峰公园详规等规划
编制工作；完成了宋埠镇、甘坊镇总
体规划、139 个行政村村庄规划、九仙
湖商业街规划等各类规划编制工作，
城乡规划布局不断优化。切实改善
城乡人居环境，县乡财政投入 4000 万
元建立了“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的城乡垃圾处理一体化运行
模式，实现了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目标。目前，《奉新县生
态建设规划》已编制完成，国家级、省
级生态乡镇达 8个。

生态环境优化 生态产业发展 生态家园秀美

奉新全力打造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宋海峰）全省地税部门
积极应对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低
迷、减税政策影响较大等因素，科学研判
形势，依法组织收入，强化征管措施，努力
挖潜增收。今年上半年，全省组织入库各
项收入749.0亿元，同比增收61.3亿元，增
长8.9%，其中：地税收入705.4亿元，同比
增收55.9亿元，增长8.6%；教育费附加等
其他收入43.6亿元，同比增长13.9%。

为确保上半年收入稳定增长，全省
地税部门把组织收入作为地税工作的
重中之重，强化分析预测，密切跟踪宏
观经济和企业经营情况变化，强化税收
与经济的对比分析，针对有效税源和征

管薄弱环节，加强对纳税零申报、负申
报、低税负企业的评估和检查，加强国
地税信息互换比对，强化“营改增”其他
税种收入征管，加强内部管理和考核监
督，强化风险监控，信息管税和综合治
税。同时，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系
列工作部署和要求，用好用足用活服务
区域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支持就业创
业等税收优惠政策，上半年依法减免地
方税收 31.1 亿元，让市场主体和困难群
体得实惠，培植涵养了税源。上半年，
非公有制税收增长 9.2%，个体税收增长
10.0%，微型企业税收增长29.6%。

地税增幅进一步回升
上半年完成705.4亿元，同比增长8.6%

本报讯（记者张志勇 实习生罗楚颖）
今年上半年，全省国税收入达564.39亿元，
同比增长11%，增幅居全国第六、中部第
一；剔除海关代征24.05亿元，国税收入达
540.34亿元，同比增长10.3%，完成全年收
入计划的50.1%，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加大、重点税源大幅减收、落实国家减税
政策等因素影响，全省国税系统迎难而
上，主动作为，奋力拼搏，采取得力措施
挖潜增收，保持了收入稳定增长。

在此过程中，省国税局重点打好了

五张“增收牌”：强化税收分析促增收，多
次召开收入形势分析会和专题会，加强
收入研判分析，制定应对措施；强化日常
管理促增收，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找和
堵塞税收管理漏洞，提升挖潜增收的征
管贡献度；强化汇算清缴促增收，上半
年，汇算清缴税款 37.61 亿元，占同期国
税收入总额的 7%；强化税收评查促增
收，深入开展纳税评估和税务稽查，实现
以查促收、以查促管；强化督导考核促增
收，将组织收入责任落实到单位到部门、
到岗到人，形成层层抓落实的局面。

国税增幅居中部第一
上半年入库564.39亿元，同比增长11%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以前每年
都要从上海坐车回赣州进行养老金资
格认证，路途远又辛苦，来回车票和住
宿费要花2000多元，今年只要带上身份
证到上海的社保局就能认证，不用再回
赣州，省事多了。”说起养老金资格认证
方式的变化，已定居上海的赣南制药厂
退休职工郑家娴、邱学义夫妇赞不绝
口。我省养老金异地协查认证工作开
展以来，协助认证率一直名列全国前
列，异地居住的离退休人员无需来回奔
波认证，每年可节省“跑腿费”3300余万
元，连续多次获人社部的充分肯定，经
验已在全国推广。

目前，我省 220 余万离退休人员中
异地居住的有 11万人，其中 30%居住在
省外。按照人社部的规定，离退休人员
每年要进行一次养老金资格认证，以防
止养老金被冒领。以前，我省异地居住
的离退休人员进行资格认证，都要回参
保地社保经办机构进行现场认证，不仅

来回奔波，费时费力，平均每人还要花
费 300 元左右差旅费，让很多离退休人
员苦不堪言。

“有了异地协查网上认证以后，离退
休人员就可以在居住地进行资格认证，
不用再回参保地了。”省社保中心社会化
服务处处长宋雅鸿告诉记者，我省从
2013年起正式开展异地协查认证工作，
每年1月至3月，将异地居住的离退休人
员信息上传到全国异地协查认证系统
中。离退休人员居住在哪里，个人信息
就会被发送到哪里。在4月至7月，他们
只要到居住地社保经办机构就可以完成
养老金资格认证，不用再回参保地了。
同时，我省还通过每季考核、每周通报等
管理方式，确保了异地协查认证工作的
高效有序开展。目前，我省养老金省内
协助认证率达到93.73%，排全国第二名，
省外协助认证率排全国第三，不仅方便
了异地居住的离退休人员，而且进一步
提高了资格认证工作效率。

我省养老金异地协查认证
全国领先
每年为离退休人员节省“跑腿费”3300万元

本报合肥讯 （记者刘勇）7月 5日至 6日，江西省
党政代表团在安徽省合肥市学习考察。入企业、进院
所、看新区，代表团成员切身感受到了合肥改革创新
和城市建设迸发的活力和魅力。

省领导强卫、鹿心社、黄跃金、姚亚平、龚建华、魏
小琴、朱虹、郑为文参加考察，安徽省领导王学军、吴
存荣陪同考察。

合肥美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家专注于光电识
别核心技术与产品研制开发的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
业，其生产的光电识别产品广泛应用于粮食分选、工
业检测及医疗卫生等领域。强卫、鹿心社对公司的茶
叶、大米、豆类等分选设备兴趣浓厚，现场观看了操作
演示。他们指出，我们着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很重
要的一条路径就是不断提升农业加工装备水平，推动
农业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建设。

在合肥京东方（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
展示厅里，一块块玻璃基板运用先进的背板技术，化
身为绚丽的电视、电脑、手机屏。强卫、鹿心社详细了
解了玻璃基板的技术演进过程，他们对合肥市运用资
本运作方式引进京东方的做法表示赞赏，仔细询问一
个个操作细节。强卫、鹿心社指出，安徽上市企业多、
质量高、效益好，其创新金融理念引进和做大做强企
业的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由安徽省、中
科院、中科大、合肥市四方共同建设，致力于打造高层
次人才培养、先进技术研发和孵化基地。强卫、鹿心社
听取了研究院创新机制体制的做法介绍，实地观摩了
机器人、无人机等研发产品。他们对研究院高起点、高
技术、高层次的运作模式给予肯定。强卫、鹿心社指
出，研究院是产学研用一体推进科学创新的成功践行

者，我们要借鉴研究院的运行模式，更要学习安徽、合
肥省市互动，合力推进科研创新的好机制、好做法。

濒临美丽巢湖的合肥滨湖新区是合肥市城市空
间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6年启动以来，建
成区面积超过 3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 40万。强
卫、鹿心社听取了滨湖新区建设情况介绍，详细了解
了滨湖新区的建设特点特别是绿色建设理念。合肥
滨湖国家森林公园内，树木婀娜、青草茵茵，代表团成

员乘坐观光车驶过一条条幽静的林间小径，感受着都
市湿地森林的魅力。强卫、鹿心社指出，合肥市的做
法再次证明，在推进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坚守绿色、
环保理念，必然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让群众更加幸
福，也让城市发展更具潜力和活力。

代表团成员还来到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地
了解中心推动“健全制度、刚性执行、完善体系、规范
市场”建设的成功经验。

江西省党政代表团在合肥学习考察

以创新激发经济活力
用生态提升城市魅力
强卫鹿心社黄跃金参加 王学军陪同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
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第二
次赴庐山谈判途中，“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 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
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
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
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国共产党
就曾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抗
日救亡运动，并提出了建立统一战线、进行革命的民
族战争的口号。“西安事变”后，从 1937 年 2 月至 8
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蒋介
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举行了

5 次谈判，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两次庐山谈判。可以
说，1937年的庐山谈判对中国全面抗战的最终实现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5 年 6 月 18 日，记者来到庐山，在一份份史
料中寻访国共谈判的记忆，在变幻风云中找寻历史
的踪迹。

庐山牯岭东谷长冲河畔，有 3 栋联立的中式宫
殿式两层建筑，建筑正门高悬的匾额上“庐山抗战”4
个金色大字格外醒目。这就是庐山抗战博物馆。尽
管还未到夏季旅游旺季，也并非节假日，但仍有一批
又一批游客来到这里参观。

“庐山抗战博物馆的前身是庐山民国图书馆，它
于 1934 年 8 月动工，1935 年 7 月竣工。”庐山抗战博
物馆馆长肖远扬介绍，“它的选址由蒋介石亲定，是
当时庐山的三大建筑之一。1996年，它被列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长江入海方无限，庐岳撑天始有峰。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十天之

后，蒋介石在这里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指出：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
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
心。”2009 年，庐山管理局投入 2000 万元，对庐山民
国图书馆进行维修改造，并更名为庐山抗战博物馆。

2014 年 9 月，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庐山抗战博
物馆名列其中。

“我们用了大量的史料和实物，重点展示国共第二
次合作，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呼吁下，国
民党政府召开由各界代表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和蒋介石
宣布对日抗战、发表抗战宣言的历史。”肖远扬说。

在博物馆的12个展厅里，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
片，一件件富有历史感的实物，真实地再现了 1937
年发生在庐山的那段如歌的历史——

1937 年 6 月 4 日，周恩来带着根据此前杭州谈
判意见而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
一纲领》上庐山，与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庐山谈判。在

会谈中，蒋介石避而不谈事先与中共商量出的合作
纲领，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企图从组织
上溶化共产党。

双方在会谈中对自己的主张互有坚持和妥协，
既达成了一些共识，也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尤其是在
红军指挥机关的设立上互不相让。谈判暂时告一段
落。6月16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6月26日，国民党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继
续谈判。

7月13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抵达庐山，参
加第二次庐山谈判。此时，蒋介石正在举行谈话会，
听取各界人士对国是意见，但共产党没在邀请之
列。因此，周恩来等人不得公开露面，谈判只能秘密
进行。 （下转B1版）

开栏的话

有种历史用鲜血抒写，有种尊严用生命筑就。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78 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
义悍然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
面侵华战争。空前残暴的侵略，惨绝人寰的屠
杀，没让我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却唤起了一个古
老民族的觉醒。从东北到江南，从东海之滨到嘉
陵江上，青纱帐里，万山丛中，抗日的烽火在燃
烧，英雄的中华儿女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终于赢
得了最后的胜利。

德安会战、上高会战，南昌保卫战、庐山保卫
战……江西也曾是埋葬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战场。
在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地上，江西人民为全国抗战的
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为铭记历史、缅怀先
烈、启迪未来，本报从今天起推出“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大型系列报道，回顾
抗日战争的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寻访浸透着血与
火的历史现场，反映江西人民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的不朽功勋和民族气节。敬请读者关注。

庐山，吹响全民族抗战号角
本报记者 张玉珍

背景链接：庐山谈判是指国共两党于 1937 年 6
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庐山举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
两次谈判。它们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
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
年 8 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多次
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专家点评：
王晓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在1937年的那个火热夏天，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不是
生就是死的最后关头。庐山在中华民族最为危难
的时刻，挺立起了坚不可摧的脊梁。1937 年，蒋介
石先后两次在庐山发表影响全国政局的谈话，国共
两党代表在庐山进行的两次谈判，推动实现了国共
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开
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庐山也成为这一关系中华
民族危亡存续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者。

光阴似箭，庐山谈判转瞬间已过78年。在这期
间，中国人民同心同德、浴血奋战、顽强拼搏，不仅
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而且开辟了民族复兴的坦途。
庐山谈判的历史启迪我们，任何党派只有站在国家
和民族利益的立场上，才能找到彼此合作共赢的出
路，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