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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众 不 同 的 精 彩

9月5日，新余市渝水区观下新村，居民
在新建的安置小区里散步。渝水区在孔目
江与袁河交汇处，建设1747套房的安置小
区，并配套医院、公园、学校等公共服务项
目。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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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牌：发展旅游

（画外音）曾经，地处罗霄山脉
中段的井冈山，交通闭塞，人民生活
困苦；如今，这里已是全国著名的红
色教育基地和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近年，井冈山依托中国井冈山
干部学院、江西干部学院、全国青少
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等资
源，创造性地推出集培训、参与、体
验为一体的红色培训“井冈模式”。
据统计，目前全山有红色培训机构
171家，2016年举办培训班5042期，
培训学员29.78万人，同比分别增长
56.29%、55.27%。看！这边红色旅游
产业发展形势独好。

黄国洪：坝上村是“十三五”省级
贫困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36户，
92人。近年，依托红色资源，坝上村
开展“红军的一天”体验教学活动，
开发了井冈练兵、急行军、反“围剿”
阻击战、制作“红军餐”、入户调查和
听红军故事6大主题活动。据统计，
来坝上村旅游培训的学员从2012年
的 3000 人增加到 2016 年的 4.2 万
人。2016年，仅制作“红军餐”一项，
全村接待户户均增收2.3万元。

吴云月（井冈山市茅坪乡坝上
村贫困户）：早年丈夫因病去世，仅靠
种田养猪，打零工维持生计，一家人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3年，村里组
织村民参与“红军餐”接待，我家当

年
增

收 几
千元。按

标 准 ，“ 红 军
餐”每名学员收费

33元，其中3元交村集
体，再刨去 15 元成本，我能

赚15元，去年我收入1万多元。
江满凤（井冈山龙潭景区保洁

员）：我在井冈山龙潭景区做保洁已
20 年。刚来时，游客少，收入不多，
对这份工作没多大热情。近年，得
益于井冈山红色旅游的蓬勃发展，
年均游客突破1万人次。游客多了，
赚钱的机会也跟着来了。2008 年，
在女儿的建议下，家里开办的农家
乐——“满凤酒楼”开业，生意挺红
火，现在每天有100多桌，加上养猪、
养鸡，年收入有50多万元。

（画外音）井冈山素以红色资源
丰富著称。殊不知，井冈山以其绚
丽多姿的自然风光，被世人赞为“绿
色宝库”。井冈山森林覆盖率达86%
以上，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含负氧离
子数超过8万个，人称“天然氧吧”。
近年，井冈山先后获得国家5A级旅
游景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等称
号，连续3年获评“全国百佳深呼吸
小城”。如此优越的生态条件，也给
井冈山发展全域旅游带来了机遇。

张继春：井冈山依托景区作为吸
引核和动力源，提出了“全景井冈，
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目前，正在
编制的《井冈山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计划将现有的旅游规划范围覆
盖全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设施，调整各部门服务旅游、优
化环境的职责，形成“综合产业综合
抓”的工作机制，不断探索旅游与乡

村、农业、文化、体育、扶贫深
度融合，推进“景城、景村一体

化发展”，努力探索以旅游产业
为主导的多产业、多业态大联动的

“龙头景区带动型”全域旅游发展
模式。2016年，井冈山接待游客、旅
游收入及门票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
长，并入选“全国重点生态旅游目的
地”“全国十大最热门的红色旅游目
的地”等榜单。

但是，由于井冈山旅游承载能力
有限，单纯靠“卖门票”“卖特产”等初
层旅游收入难实现可持续发展。为
此，井冈山启动了“旅游+”计划，以旅
游业为主导，重点发展总部经济、休
闲经济、会展经济、电商经济等新型
经济，增加旅游卖点，构建新型经济
体系；通过实施“茨坪+”计划，“一镇
一策”重点打造黄坳、龙市、茅坪、罗
浮等6个特色旅游小镇，拓展旅游承
载空间，加快“智慧井冈山”建设，完
善网络订票、订餐、订房、订购等智慧
旅游功能，为井冈山旅游注入更多绿
色和科技元素。

第二张牌：打造特色产业

（画外音）绿色，是美丽中国的
呼唤，也是红色井冈山的最美底
色。井冈山瞄准茶、竹、果特色富民
产业，充分利用撂荒土地资源，推广

“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
农户”等模式，使资源变资产、资金
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力争实现每个
乡镇场有一个相对集中连片1000亩
以上的基地，每个村有一个100亩以
上的基地，在推进产业化发展中带
动群众脱贫致富。

黄承忠：神山村地处黄洋界山
脚，是井冈山最后通水泥马路的村
庄。为让村民脱贫致富，村里制定
了“一户一亩竹茶果、一户一栋安居
房、一户一个农家乐、一户一张保障
网”的脱贫方针，着力发展特色产
业。目前，全村已成立黄桃、茶叶两
个合作社，种植茶叶200亩，黄桃260
亩，还通过多种途径为每户贫困户
筹措资金 2.2万元入股，确保每年不
低于 15%的分红。2016 年，神山村
21户贫困户每户领到3300元分红。

彭夏英（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
村贫困户）：以前村民靠砍竹为生，
但因路不好走，毛竹、山货等土特产
卖不出好价钱。如今，村里修通了
水泥路，不仅打开了销路，也引来了
游客。去年，通过参加合作社分红，
开办农家乐，售卖茶叶、笋干等土特
产，我家收入 6万多元。今年，有了
积蓄，新养了50只黑豚鼠，农家乐的
生意也更红火了，预计今年年收入
能超过10万元。

（画外音）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
是一个有近40年种桑养蚕历史的村
子。20世纪八九十年代，行情好，蚕
农收益不错。后来受市场冲击，蚕桑
产业严重滑坡，长溪村也被列为国家

“十三五”贫困村。为让养蚕产业重
焕生机，2012年，村里搞起了养蚕专
业合作社，带动150户农户养蚕。

陈生先：村里通过采取“党支
部+村组干部+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创办了蚕桑产业合作社，合作社
推行小蚕共育技术，由合作社统一
将蚕种孵化出小蚕，饲养到3龄蚕后
再分发给蚕农饲养，大大提高小蚕
成活率，社员养蚕平均批次由原来
的 4批增加到 10批，种 10亩蚕桑收
入有七八万元。目前，全村桑园面
积达1100多亩。

罗海林（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贫
困户）：以前出一批茧要 38 天到 40
天，一年只能养4批到5批蚕，且因技
术不过关，纯收入仅三四千元。加入
村里的小蚕共育场后，17天左右就可
出一批茧，一年至少可养8批蚕。由
于家庭贫困，村里还免费为我家提供
桑苗、化肥和蚕具等，时常派技术员
免费指导。去年，我家靠卖茧赚了1
万元，今年行情更好，收入肯定不错。

第三张牌：构建现代农业

（画外音）一排排整齐的钢架蔬
菜大棚、一垄垄碧绿的有机茶园、一
个个生长旺盛的铁皮石斛园……走
进永新县现代农业示范园，现代农
业科技气息迎面扑来。园区通过招
商引资，筑巢引凤，引进了一批有实
力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企业+基

地+农民合作社+辐射农户”模式，迅
速带动周边乡镇实现农业产业化，
实现了政府、企业、农户利益三赢。

左晓斌：园区总体布局为“一核
两园三区”，包括总部研发及综合服
务核心区、农业观光园、农耕文化
园、高科技农业示范区、有机绿色农
业生产区、设施农业生产种植区
等。设计园区时，即采用高标准、严
要求，重点突出“科技、生态、文化、
创意、旅游”等特点。经过前期招
商，目前园内有种植大户 3户，果业
园 3 个，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 3 个，
家庭农场2家，引进白茶、蔬菜、绿色
大米等产业企业3家，被列为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园。

李小江：作为一家制茶企业，拥
有一片规模以上高品质茶园非常重
要。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采用土地租赁、流转，农户
以土地参股等方式，茶园种植规模
达到 2000多亩，所产白茶、红茶、黄
茶销往全国各地。2016年实现产值
1219万元，2017年春茶产量1.5万余
斤，预计可实现产值1500万元。

当地农民通过进园务工、土地
出租和入股等方式，也实现了增
收。例如，基地所在的烟阁乡长富
村、大山桥村、烟阁村，共有281户农
户进园务工，公司每年发放的劳务
工资达180万元，户均可增收约6500
元；而农户以撂荒地、低效益山场等
土地资源入股茶园，以每亩 4000 元
收益计算，按 10%比例分红，每亩可
分得400元。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严
禁使用“名校”“学区房”广告宣传
语、严禁签订各种形式的入读协议、
及时报告“学区房”虚假广告……近
日，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和南昌市教育局共同下发《关于规
范房地产项目广告宣传相关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进一
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积极构建
义务教育平等入学的社会氛围。

据悉，2014年以来，随着南昌义
务教育阶段划片就近入学政策的严

格执行，该市房地产开发商或其委
托的中介机构虚假学区房广告宣传
引发的问题凸显，群众反映强烈。
因此，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和南昌市教育局共同研究出台了

《通知》。
根据《通知》，房地产开发企业

或其委托的中介机构不得在其公开
销售广告中使用“名校”“学区房”等
违反义务教育平等原则的广告宣传
语。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开发商
或其委托的中介机构也不得在其内

部发行的有关销售彩页广告，或在
室内打出的广告条幅进行任何涉及

“名校”“学区房”的宣传。
此外，南昌市要求，各县区教育

行政部门、各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与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中介机
构签订接受商品房购房户入读任何
形式的合同及合约协议，严禁书面
或口头承诺接受未经教育主管部门
确定的商品房购房户子女入读。

记者了解到，南昌市有关部门
将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中

介机构广告发布行为进行监督、管
理。具体来说，凡在商品房销售过
程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
中介机构对小区教育配套方面存在
虚假、不实宣传，造成业主投诉及其
他形式的维权行为的，列入监管范
畴。监管内容主要涉及五种情况，
分别为承诺配建学校而不配建；承
诺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实则无法兑
现；虚假宣传交房期限、开学时间和
入学政策；将商业公寓作为普通住
宅虚假宣传销售；存在刻意隐瞒、误

导购房者的其他情况。
《通知》规定，南昌市各义务教

育学校一经发现学校周边商品房有
利用“学区房”等不实广告进行宣传
的，应第一时间报告教育主管部门
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南昌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须依法作出制止
和处罚措施，同时各学校要在校门
口等醒目位置向社会作出“学区范
围应以教育主管部门当年公布的为
准”的温馨提示，做好有关信息的沟
通工作。

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下调
本报讯 （记者陈璋）根据国家发改委降

低非居民用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的要求，9
月 11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自 2017年
9月1日起，我省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由
每立方米 1.96元（含增值税，下同）调整为每
立方米1.86元，压缩天然气（CNG）母站最高
销售价格由每立方米2.88元调整为2.71元。

省发改委表示，各地要立即开展工作，
按下调后的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结合
天然气增值税税率下调对终端销售环节的
影响等因素，尽快制定价格下调方案，按规
定及时降低本地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确保
国家降价措施落实到位。各级价格主管部
门要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
处各种价格违法违规行为。

昌北国际机场新增多条航线
本报讯（记者赵影）9月11日，记者从南

昌昌北国际机场获悉，9月，多家航空公司在
该机场投放新航线。其中，9月8日新增由奥
凯航空执飞的南昌-济南航线，每日 1班；由
厦门航空执飞的厦门-南昌-兰州航线，每日
1班；由多彩贵州航空执飞的南昌-铜仁-贵
阳航线，每日1班。9月16日起，新增由长龙
航空执飞的贵阳-南昌-宁波航班，南昌飞宁
波单程票价 241 元起。9 月 28 日起，新增南
昌-西宁-乌鲁木齐航班，由深圳航空执飞。

据悉，9月，南昌飞部分城市票价优惠幅
度较大。其中，南昌飞赣州单程票价 100元
起；南昌飞昆明、贵阳、南京、上海、宁波、郑
州、北京、青岛等地单程最低票价 200 元至
300元；南昌飞广州、石家庄、烟台、成都等地
单程最低票价300元至500元。

今年以来，该机场大幅加密飞北京、广
州、深圳、成都、西安、石家庄、太原、珠海、青
岛、济南、厦门、贵阳、兰州等城市航班。新
增或加密飞包头、惠州、台州、遵义、襄阳、丽
江、绵阳、铜仁、烟台、徐州等通航城市航点。

南昌规范房地产项目广告宣传 不得用“名校”“学区房”等宣传语打广告

学校严禁与房产企业签入读协议

巍巍井冈 脱贫之火亦可燎原

嘉 宾：张继春 井冈山管理局副局长兼旅游管理处处长
左晓斌 永新县农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副主任
李小江 永新县恒龙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承忠 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党支部书记
黄国洪 井冈山市茅坪乡坝上村党支部书记
陈生先 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党支部书记

主 持：本报记者 赵 庆

核心提示
黄洋界、八角楼、首届湘赣边界党代会旧址……巍巍五百里井

冈，百余处革命旧址遗迹分布其间，像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述
说着革命先烈们的沧桑往事。
90年前，经过三湾改编后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井
冈山被点燃，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走出
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时光荏苒，90年来，井冈山精神代代相传，一直激
励着老区人民开拓前行。当年，中国共产党带领老百姓
闹革命；如今，中国共产党带领大家奔小康。2017年2月，江
西省人民政府批准井冈山脱贫退出，实现在全国率先脱贫
“摘帽”。时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本期
《江报直播室》来到红色故地井冈山、永新等地，

一起看看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暖心
故事。

《江报直播室》是江西日报和
中 国 江 西 网（http：//www.
jxnews.com.cn）、江 西 手 机 报
（http：//www.jxnews.com.cn/zt/
system/2014/01/20/012914396.
shtml）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一个报
网互动视频直播栏目，登录中国
江西网或下载江西手机报，即可
在网上收看本期《江报直播室》的
视频。

整理：本报记者 赵 庆 摄像、摄影：本报记者 赵 庆 洪子波

保障性安居工程超额完成目标
本报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王纪洪）9月

11日，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2017年度我
省棚户改造开工情况、保障性安居工程基本
建成情况进展良好，排在全国前列。

据悉，2017年我省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
为 24.23 万套。截至 8 月 31 日，开工 23.5 万
套，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97%，排全国前列。
其中，城市棚户区改造开工任务为 20.17 万
套，已开工 19.57万套，也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 97%。此外，今年我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基
本建成任务为9.37万套，截至8月31日，全省
基本建成22.29万套，提前完成国家下达目标
任务。省住建厅要求，未全面完成开工、分
配任务的市、县，要加快建设和分配进度，确
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

超9万人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9月11日，记者从

省教育考试院获悉，今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
等级考试于23日至25日在全省11个设区市
70个考点举行，全省将有96657人参加考试。

据了解，此次考试报考者不受年龄、职
业、学历限制，考生可根据个人实际，选择参
加其中任何一个或几个级别的考试。按有
关要求，单次考试每名考生最多可报考 3个
科目，严禁考生单次考试重复报考同一科
目。各高校在校生只能在本校报考，不得跨
校报考，社会考生在指定考点报名。

文物“地盘”不容乱搭建
本报上饶讯 （记者刘斐 通讯员康云

清）近日，在上饶市横峰县葛源镇黄溪村，近
400 年历史的邓氏宗祠旁，在该县博物馆和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的指挥下，
一幢未封顶的违章建筑物被拆除。

据了解，这幢邓氏宗祠始建于明代晚
期，占地约 700平方米，有门厅、正厅和 12间
厢房，两边各有一个天井，还有 4根青石柱、
拱顶等，门梁上的花纹图案清晰可见。

在接受相关部门的教育后，黄溪村“秀
美乡村建设”理事会理事长邓春明深感惭
愧。“原本理事会打算在此盖厨房，为游客歇
脚喝茶提供方便，没想到这是违法的。今后
会认真学习，做好文物管理工作。”

永新县石桥镇长溪村的小蚕共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