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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宜春讯 （记者胡光
华）在宜春市大力扶持和激励
下，当地企业融资环境不断优
化，今年有春光药品包装、金利
城市矿产、正拓新能源等6家公
司在新三板挂牌。目前，全市有
7家上市企业通过首发和增发
共募集资金32亿余元。如今，
宜春市在优化融资环境的同时，
大力提高行政审批效率、降低企
业生产成本，让越来越多的企业
得以“轻装上阵”，在转型升级路
上大步迈进。

宜春市大力精简审批事
项、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提
供发展的快速通道。今年 6
月，宜春出台政府部门行政权
力清单，市政府部门行政权力
事项由6204项精简为2099项，
精简整合率 66.2%。该市对所
有行政审批事项办理流程进
行了重新设计优化，使办理时
限在原来压缩47%的基础上再
压缩了 30%，审批环节减少了
20%，申报材料精简了 10%，即
办件数量增长了300%。同时，
便民高效的市级中介服务超
市已运行，目前有52家中介机

构进驻。
面对融资难这一制约企

业转型发展的最大压力，宜春
市加强信贷支持，印发《宜春
市助贷周转金管理办法》，市
本级和各县（市、区）均建立了
助贷机制，全市共建立助贷基
金 4.1 亿元，已开展助贷业务
198 笔，为企业发放助贷周转
资金 21.3 亿元。该市还定期
开展银企对接活动，促成 738
家企业与银行对接，签约金额
158.7 亿元，截至 8 月底，贷款
履约率达79.3%。

宜春市将降低企业成本、
减少企业收费，作为新常态下
实实在在的“福利”送给企业。
该市一方面努力降低企业耗能
成本，将工商业用电价格平均
每千瓦时下调了 1.95 分，用气
价格也已下调；另一方面，全面
清理涉企收费，收费项目清减
率达到 70% 。企业“轻装上
阵”，区域发展活跃。今年1至
8月，宜春市财政总收入、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
资分别同比增长13.6%、9.5%和
17.2%。

提高审批效率 优化融资环境 降低生产成本

宜春让企业
“轻装上阵”转型发展

本报赣县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吕彬林）9月29日，我省
首座新一代智能变电站——
110 千伏赣县双龙变电站投产
送电，标志着江西坚强智能电
网建设翻开了崭新一页。这是
国家电网公司 50 个新一代智
能变电站扩大示范工程首个建
成的项目。

新一代智能变电站以“占
地少、造价省、可靠性高、建设

效率高”为目标，通过整体集
成设计，优化变电站主接线和
总平面布局。双龙变电站总
用地面积 5.95 亩，总投资 3490
万元。赣州供电公司精心组
织工程设计，加强工作质量和
施工进度管控，通过各参建单
位的共同努力，在国家电网公
司 50 个新一代智能变电站扩
大示范工程中率先完成建设
任务。

首座新一代智能变电站建成投运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 通讯
员陈新民）飘入耳畔的是耳熟能详的
歌曲《春天的故事》，映入眼帘的是鲜
艳的五星红旗。10 月 2 日，在南昌市
新建区“小平小道”纪念馆，一批又一
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向中国改革
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致以无限
敬仰和深切缅怀。

来自高安市的陈先生已经是第
二次来这里参观。他说：“走进小平
同志劳动车间，闻着那股气味，仿佛
一下就让自己回到了40多年前，看着
里面的劳动工具感觉特别亲切。”据
小平小道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庆
黄金周这几天，景区每天接待游客在
1000人次以上。

新建区红色旅游受追捧

本报大余讯 （记者梁健 通讯员叶兰青）登山、赏
花、游戏、美食、露营……连日来，大余丫山景区游人如
织，一场独具乡愁魅力的旅游文化盛宴吸引了众多游
客的目光。

“丫山，因最高峰双秀峰呈丫字形而得名，有‘生态
绿肺’的美誉……”10月4日，在大余丫山风景区，导游
黄晓秀的精彩讲解赢得游客的阵阵喝彩声。置身于丫
山茫茫绿海中，烟雨蒙蒙，美不胜收，处处充满了诗情
画意。

美丽乡村游，相约丫山行。丫山人全面规划、科学
定位，将生态旅游、乡村观光、深度乡村体验、乡村特产
产业链等完美结合，建设“和谐乡村、幸福丫山”，还原
了都市人梦里老家“乡居、乡趣、乡愁、乡味”之神韵。
如今，大余丫山乡村生态园被授予“江西省 5A 级乡村
旅游点”，丫山成为乡村旅游富农的时尚风向标。

记者在丫山乡村旅游景点看到，一路上人头攒动，
游客尽情享受着多彩丫山带来的新滋味。“十一”黄金
周，丫山风景区推出“亲子秋游”、“妈妈的味道”美食
汇、村民运动会、音乐晚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八方
游客乐在其中。在丫山幸福天路上，烫皮、芋包子等众
多客家特色小吃齐亮相，让游客大饱口福。“景色迷人，
美食诱人，下次我要带更多朋友来感受多彩丫山。”来
自广东的自驾车游客郭春欣喜地说。

为迎接黄金周，大余强化服务质量，排除安全隐
患，对景区内外的路线指引、温馨提示牌等进行更
新，确保景区道路安全畅通，为游客提供了良好的旅
游环境。

多彩丫山
独具乡愁魅力 本报庐山讯 （记者何深宝）10月

3日，庐山如琴湖游人如织，有的站在
栈道上亲近山水，拍照留念；有的坐
在椅子上，面朝如琴湖，观赏湖光山
色，他们陶醉于山水之间，流连忘返。

近3年，庐山狠抓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两亿多元对如琴湖、牯岭街心公
园等进行升级改造，提升景区品位。
记者在庐山采访，每到一处都感到耳
目一新。改造后的牯岭街心公园，鲜
花灿烂，色彩斑斓，许多游客在这里
休闲观光。尽管人来人往，川流不
息，但是秩序井然。“庐山在街心公园

建了一个拥有200多个停车位的立体
停车场，解决了旅游旺季牯岭街拥堵
的问题。”庐山管理局副局长虞慧群
说。

记者在庐山博物馆、庐山华微国
际度假酒店、庐山大厦等室内景点和
接待宾馆看到，这些地方进行了升级
改造，优化了旅游环境，提升了服务
档次，让游客在庐山能玩得开心、吃
得放心、住得舒心。此外，还抽调了
200多名机关干部在景区景点维护交
通秩序，并为游客提供优质服务，保
障景区景点安全、有序。

美丽庐山服务更提档次

10月2日，游客在江西怪石林风
景区游玩。该景区位于乐平市众埠
镇境内，是迄今为止我国华东地区发
现的规模最大、景观最美丽的石林。

通讯员 程万海摄

本报广昌讯 （记者钟端浪）连日
来，广昌县高虎脑红军烈士纪念碑、县
革命烈士纪念馆、广昌路上红色群雕
园等处游人如织，他们前来瞻仰革命
遗址，感受红色传统文化。

该县借助国家苏区振兴东风，在
中央统战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战线
的大力扶持下，加大对红色景区修缮
和改造力度，积极打造红色经典旅
游。此外，积极融入兴国、瑞金等红色
旅游圈，打造的赣东南共和国摇篮之
旅精品线路吸引了八方游客。据了
解，10月 1日至 3日，该县各红色革命
遗址已接待游客数万人次。

广昌红色遗址引八方客

10月 3
日，正值南
丰蜜橘飘香
时，上海、福
建、南昌等
地游客纷至
沓来。
特约通讯员

李 勇摄

10 月 3
日，南昌绳金
塔 下 美 食 汇
集、节目精彩，
吸引了大量市
民和游客慕名
而来。绳金塔
庙会作为南昌
市一个特殊的
节日，每年九
月至十月在千
年古塔绳金塔
内举行。

本报记者
涂序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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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昌10月3日电（记者郭强）国
庆长假期间，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市民廖财
林带着一家人到湖南醴陵、长沙等地游玩了
一趟。“现在到湖南游玩非常方便，自己开车
走高速，3 个多小时就到了，很适合长假出
行！”廖财林高兴地说道。

这是我国提出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
城市群战略后，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鄂湘赣
皖四省旅游加速一体化下，人们假期出行出
游方式转变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长江中游地区旅游“携手”
发展要追溯到2013年。当年，湖北、湖南、江
西、安徽四省省会城市负责人齐聚武汉，成
立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旅游发展
合作组织，签署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暨长沙、
合肥、南昌、武汉旅游发展合作协议》。

2014 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出台。
为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长江中游城市
群旅游发展，合肥、南昌、武汉、长沙四个省
会城市在长沙再聚首，就相互间开展旅游合
作进行商讨。

2015 年，“中国旅游日”当天，武汉、长
沙、合肥、南昌四省会城市旅游部门在合肥
签署了《合肥纲要》，由四城市联合打造的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年卡”正式发行。
江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年卡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定价200元，使用范围涵盖武汉、长沙、合肥、南
昌4城市41个旅游景点，市民持此卡一年内可
以不限次数免费游览年卡景区（点）。

在旅游合作不断深化的同时，长江中游
地区交通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为旅游一体
化提供了支撑。江西省发改委副主任李志
刚说，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间，南
昌至长沙、武汉至长沙间已实现高铁互联，
武汉至南昌的高铁正在建设中，三地“两小
时城际高铁交通圈”即将形成。

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随着高铁的飞
速发展，武汉、长沙、合肥、南昌的高铁均四通八达，各省将以高
铁为主线，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优势，共同策划推出旅游精品线
路，推进长江中游黄金旅游带和中部高铁黄金旅游区的发展。

湘赣边界的江西井冈山、永新、莲花、上栗、万载、铜鼓、修水
与湖南醴陵、浏阳、平江等地山相连、水相依，生态旅游资源丰
富。但以往，囿于发展的局限性，加之缺乏统一规划和顶层设
计，使丰富的资源不能转化为发展优势，造成旅游资源的浪费。

为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今年国庆长假前夕，湘赣交界的江西
井冈山、上栗，湖南醴陵、浏阳等10县（市）负责人齐聚江西修水，以

“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共建生态旅游休闲区”为主题，共商推进
湘赣边区域生态旅游发展良策，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后花园。

记者从会上获悉，湘赣边10县（市）将启动编制区域旅游产
业发展规划，在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市场体系、重大项目等方面
深入研究、整合资源、统筹安排，并已初步规划了涉及10县（市）的
22个生态旅游项目，区域内旅游产业将实现一体化合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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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再认识，促农业再出发。
站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潮头，

省委、省政府以促进“五化”同步、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眼光谋篇布局，找到了
一条具有时代特征、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绿
色崛起的新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围绕

“改革线、产业升级线、品牌线”“三线联动”，
以绿色为引领，以适度规模经营为核心，以改
革为动力，以园区为载体，以科技为支撑，以
服务为保障，加快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业强省的步伐。

“改革线”——蹄疾步稳推
进农村综合改革，筑牢农业绿色
崛起的坚固基石

秋风起兮丰收时。记者到安义县，踏田
野，入农家，感受到一股强劲的改革春风，吹进
了安义农民的心中：祖祖辈辈依靠土地生活的
农民，拿到了像命根子一样的“地权”证书。

与安义县一样，全省各地蹄疾步稳推进

农村综合改革，筑牢实现农业绿色崛起的坚
固基石。省农业厅党委书记陈日武说：“省
委、省政府作出的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创
新力度的部署，为在全国率先实现农业绿色
崛起指明了路径。各级农业部门下好改革
先手棋，充分激发农业农村的发展活力。”

创造性地抓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
证。省农业部门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组织模
式的“四个作用”（党政推动、政策引导、技术
支撑、农民自主）、顶层设计的“四项原则、六
个步骤”、操作层面的“九个政策问题”及确
权确股不确地的“五个适用范围”等，被誉为

“江西工作法”向全国推广，并被农业部等国
家部委列为今年全国 9 个整省推进试点省
之一。截至 9月 18日，全省 84个县（市、区）
已陆续开展颁证工作。这一改革的顺利推
进，促进了土地规范流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质增量。截至今年 9月，全省农村土地
流转面积达 1007万亩，流转率 31.43%，首次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农民合作社发展至

3.94 万家；家庭农场 1.98 万家；种养专业大
户 4.28 万户；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3 万多人；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逾10万个。

令人欣喜的是，我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农垦“三化”
等改革也走在全国前列。目前，全省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全面启动；南昌、九江、
吉安、鹰潭、抚州等 5个设区市，市级农村综
合产权交易市场建设试点顺利推进；共青城、
东乡、广丰、永修、余干、乐平、浮梁等县（市、
区），已组建了区域性农垦股份公司，走“农场
企业化、垦区集团化、股权多元化”新路。

“产业升级线”——大力实
施“百县百园”工程，做大做强绿
色产业

在这秋霞满天的时节，行走在赣鄱田野
上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那阡陌纵横、绿树成
荫、农牧设施鳞次栉比的景象，让人心旷神
怡；那美丽迷人的稻田里，细长的稻叶在阳光

照耀下闪着金色的光芒；那一座座现代化的
钢架大棚紧紧相连，忙碌的农民穿梭于蔬菜、
瓜果之间采摘；那一家家农产品加工企业里，
轰鸣的机器声正在将农产品精深加工……

潮起正是踏浪时。我省以更宽广的视
野、更前瞻的方向，大力实施“百县百园”工
程，构建生态有机的绿色农业体系，全面带
动江西现代农业发展。今年以来，全省新增
5个国家级示范园区、20个省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目前，全省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达
1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达66个，建设初
具规模的示范核心园 89 个，核心区建设面
积72.6万亩、驻园省级龙头企业186家，累计
完成投入217.5亿元，吸纳就业人数52万人，

“百县百园”核心区已基本形成。
赣鄱田野上的“百县百园”，已成为江西

现代农业的“脊梁”。俯瞰赣鄱田野，全省园
区标准化生产基地数量达 128 个，“三品一
标”农产品数量达 479 个、占全省总量的
20%； （下转第2版）

“三线联动”促绿色嬗变
——我省建设现代农业强省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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