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悄然升级转型 壮大绿色经济生态
链接：

““永久永久””武宁制武宁制
造基地生产线造基地生产线

幸福小城幸福小城

【关键词1】“+旅游”
巾口乡刘福林种植的火龙果一

斤卖 20 元，比一般种植户高出近一
倍。秘诀就一个，倚靠花千谷景区，融
入花千谷旅游，以“+旅游”理念，把种
植与旅游融合，让顾客变游客，让单一
商品买卖变为旅游综合体验，既提高
了产品利润，又丰富发展了旅游。

武宁“全业、全境、全季、全民”发展
旅游，形成“+旅游”的全域旅游大格局。

“全业”上，推行“各行各业+旅
游”：“农业+旅游”“城建+旅游”“工
业+旅游”“体育+旅游”“教育+旅游”
等。投入1亿元一次性启动10公里
街道“白改黑”；把灯饰的产销和观赏
结合起来，打造前卫多姿的“灯饰之
乡”“光明之城”；体育搭台，旅游唱

戏，不断丰富环鄱赛、全国滑水赛等
大型体育赛事；江西美术专修学院以
及庐山特训营以其独特的办学魅力，
成为吸纳人气、推介武宁的新亮点和
旅游目的地。

“全境”“全季”上，武宁把城区当
作景区来建，一座城就是一个AAAA
景区，全县各地依托各自资源布局四
季旅游。杨洲乡、巾口乡打造“春赏
浩瀚花海”目的地，杨洲乡、罗坪镇、
城区打造“夏游万顷碧波”目的地，石
门楼镇、上汤乡、甫田乡打造“秋登九
岭幕阜”目的地，上汤乡、罗溪乡打造

“冬泡原汤温泉”目的地。
“全民”上，出台《武宁县全域旅

游发展奖补暂行办法》，激励县内外
企业、团体和个人参与旅游业，县财
政予以奖补。

【关键词2】
“永久”武宁造
“永久”，是几代国人曾经的追求

与美好回忆。
2017年3月6日，武宁与上海“永

久”签约，“永久”投资10亿元，在武宁
投资建设中部制造基地。4个月后的
7月8日，第一辆“永久”电动车下线，
老字号“永久”开始了武宁造。到
2019年，“永久”武宁基地将年产自行
车、电动车50万辆，年产值20亿元。

【关键词3】绿色标签
2017年8月17日，位于武宁县杨

洲乡的江西溪海果源农业有限公司，
“老板”樊江宁在朋友圈高调晒出一

张有机转换产品认证证书。他的中
华猕猴桃种植基地数千亩猕猴桃被
认证为有机转换产品。

武宁涌起有机产品种养生产热
潮，纷纷申领“绿色”“无公害”“有机”
等“生态证”，以期放大品质优势，提
升产品价值。今年已成功申报“三品
一标”产品 6 个，国家
级 林 业 龙 头
企业1个。

武宁在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明
确：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产业升级，构
建绿色经济生态。

武宁县委书记杜少华说，绿色生
态是武宁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品牌、
最大的优势。必须持续发力，把生态
潜力转化为发展实力，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发展强势，加快实现绿色崛起。

突出创新引领，主攻新型工
业。企业由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

“老三高”向高科技、高品质、高效益
“新三高”转变。积极策应九江市委

“新工业十年行动”。2017 年上半
年：引进了同德照明、上海永久、巨
腾软件、中岩新型材料等一批重大
工业项目；新建项目开工率、列入九
江市重大项目调度数均排在九江市
第二；龙头企业加强研发，有 7家企
业推出了高新技术产品；全县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工
业增值税同比增长20.3%，工业固投
增长连续半年排名九江市第一；工
业用电量结束了持续 20 多个月的
连续负增长。

突出休闲养生，发展生态旅游。
景点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以
建设庐山西海旅游经济圈的大本营、
全域旅游示范县的标杆为目标，以精
心筹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契
机，新建了花千谷景区，提升改造了
西海湾景区，精巧打造了“桥中桥”

“武宁之窗”新景点。今年上半年，接
待 游 客 25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3.7％，旅游总收入 20.5亿元，同比
增长 20.3％。武宁成功承办了全省
旅发大会，并获“2016年度全省旅游

工作先进县（市、区）”等荣誉。
突出绿色安全，做强生态农业。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发展壮
大农业龙头企业，延长产业链条，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着力品质培植，扶
持和发展一批无公害、绿色、有机农
产品；着力品牌营销，创建驰名、著名
和地理标志商标。“仙姑寨”黄牛肉被
评为国内最高级别的S级，“艾西海”
入选“2016 中国百强农产品好品
牌”，“象牙尖”“心诚”等茶叶分获全
省和国际性评比金奖。

【关键词4】林长制
2017 年 4 月，随着《武宁县林长

制工作实施方案》的出台，武宁在全
省率先推行林长制。接着《武宁县林
长制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武宁县
2017 年林长制重点工作安排》相继
出台，《武宁县林长制责任追究办法》
也即将出炉。已任命总林长2名、县
级林长21名、乡镇级林长189名，近
800名生态护林员正在选聘中。

林长制完成了顶层制度设计，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武宁模式：4
月，安徽安庆市来武宁考察学习林

长制，并在全市推广；5 月，九江市
转发武宁方案到各县市区，在全市
推广。8 月下旬，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参阅文件，在全省推广武宁林长
制经验。

【关键词5】大水面养殖
2017年3月，武宁出台庐山西海

(武宁辖区)大水面生态开发工作方
案，再次召开大水面生态开发动员大
会，推进修河大水面整体开发。修河
武宁段全域、全年、全面禁渔，转由政
府与大型国企共同开发。

大水面集约开发，渔民上岸是关
键。武宁采取渔民入股、就业和收购渔
船网具等方式，最大程度保障渔民合法
权益，实现渔民、企业和政府“三赢”。
截至7月20日，全县已有321名渔民到
公司上班，其中签订用工合同212人。

【关键词6】升级河长制
武宁河长制全面施行，编制了河

流档案，树牌公示了 172 个河长，建
立了河湖管护微信交流平台。

试行升级版。武宁对河长制方
案进行了修订，开展流域生态综合
治理行动、“清河行动”，专项整治入
河湖非法排污口。2016 年 8 月在罗
坪镇试行“一河一策”。该镇的长水
河，被分截成 6 段，每一段设有一名
河道巡查员，归各自所在村的村主
任即河长领导，不定期巡查河道，效
果明显。

创新制度设计 领跑优美自然生态
武宁在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明

确：以更强的决心呵护资源环境，构
建优美自然生态。

武宁县县长李广松今年 6月在
接受中国江西网采访时说，武宁生态
优势明显，如何发挥生态优势潜力？
我们在生态建设上突出规划引领、制

度推动、责任促动和创新带动，努力探
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成果。

武宁的生态指标大多在全省平均
值之上。但坚持“生态立县”的武宁并
不满足于此，而是立足进一步增长，确
保领跑全省乃至全国。生态建设要走
到高处、走在前面的武宁，紧紧抓住顶

层设计、制度创新这个关键。
武宁县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率

先探索和建立‘林长制’”，从根本上
解决林业资源有更多人管护的问
题。仅一年时间，基本形成体系的
制度，已在全省推广，甚至被外省借
鉴。今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率先在

长江流域水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
捕”，武宁率先响应实行修河段全面
禁渔制，渔民销证上岸，政府与大型
国企联手，进一步保护好水资源，开
发好水产品。武宁还以更高标准修
订方案升级实施河长制，以更高标准
划定禽畜禁养区，控制面源污染。

【关键词7】城乡大会战
2017 年 4 月 1 日，武宁召开“美

我武宁，净我家园”城市环境提升大
会战动员大会，发动全体职能部门

与全体市民一同行动，像对待自己
的眼睛、爱护自己的脸面一样来保
养县城的整洁美丽、清净无染。每
一周都有集中活动日，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社区都“领养”一块责任区，

累计 10 余万人次八十天的奋战，体
现“净”的要求，做好“治”的文章，加
大“管”的力度，培养“美”的自觉，取
得的成果在随后召开的全省旅发大
会上得到检阅。

8月4日，武宁又召开“美我武宁，
净我家园”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百日大
会战动员大会，以“四清理三整改二
提升一突破”为主要内容，将大会战
延展到全县农村。

城乡全域整治 共建养生宜居生态
武宁在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明

确：以更快的步伐统筹城乡发展，构
建养生宜居生态。

这种构建，按照“全局规划、高
标建设、精细管理、生态和谐”的要
求，突出“共建共管共享”的理念。

首先是城乡的共建共管共享。
把城区作为景区来建设管理，同时
把乡村当作园林来雕琢维护；城市

环境先得到了提升，紧接着提升农
村综合环境。论县城，武宁是国家
卫生县城、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平安
县，论农村，也是国家生态建设示范
区，19个乡镇中有 16个是国家生态
乡镇。

其次是政民的共建共管共享。
日常建管之外，以“大会战”的形式，
由政府及农业、建设、水利、林业、环
保等职能部门主导整治，同时干部
群众、市民村民被广泛发动起来参
与其中，集中力量，强化意识，浓厚
氛围，倍增效果。

长水河河道巡查员长水河河道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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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凝心聚力凝心聚力

水绿山青风日美
—十个关键词看武宁绿色崛起

“必须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相统一。”武宁县委书记杜少华在该县十四次党代会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阐述，引领着武宁在谱写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武宁篇章”这一
新征程上，把“绿色”和“生态”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来发展。

2016年8月29日，武宁县第十四次党代会召开。武宁高擎“始终坚持生态立县，全面推进绿色崛起”大旗，以“构建五大生态”为主要举
措，以“创建三个示范”为主要抓手，创新制度设计，以点带面突破，着力培植并放大生态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强势，各项工作在悄然
中取得看得见的成效，经济社会在悄然中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一年来，武宁争做绿色崛起路上的示范领跑者：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武宁启幕；九江全市2017年第一批重大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暨新工
业十年行动一季度推进会在武宁召开；全市新农村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武宁举行；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流动现场会、全市“推动移风易俗、促进
乡风文明”现场推进会走进武宁；全市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现场会在武宁召开；入选“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十大领跑县”。

截至2017年6月底，武宁县较去年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83亿元，财政总收入增长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810.5元。
武宁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民更富。

【关键词8】十大扶贫工程
武宁县船滩镇一厘服装厂今年7月在厂里设了一个扶贫车间，聘用了

11名贫困户做工。令老板王天聪没想到的是，不仅11名工人的社保金政府
替厂里出，而且他还将会得到政府一笔不菲的办厂补贴。这是武宁县实施
产业扶贫工程的奖补政策。

2017年5月23日，武宁县委、县政府“两办”发出一份厚达72面的文件
——关于印发《武宁县十大脱贫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在脱贫攻坚战中，
规范实施产业扶贫工程、农村安居扶贫工程、农村危房改造扶贫工程、健康
扶贫工程、教育扶贫工程、就业扶贫工程、贫困村村庄整治扶贫工程、生态保
护扶贫工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扶贫工程、社会保障扶贫工程共十大工
程，全面、充足地给予好政策。

仅2017年度产业扶贫一项，就实施“三发展”“两创建”“3+2”产业扶贫
工程，即：发展短平快产业、长期产业和长短结合产业，创建产业扶贫车间和
产业扶贫基地，政府投入5550万元用于奖补。

【关键词9】乡风文明
武宁县是“全国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县”，也是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试

点县。2017年8月21日，在赣州召开的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暨
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上，武宁作为先进典型作了大会发言。

武宁在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中，还加大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采取多种
形式促进了锄山鼓与采茶戏传承与发展，去年成功举办了中国乡村之声“广
播惠农，爱在乡村”三贴近活动，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果。

罗坪镇长水村每家的外墙上，都醒目地挂有家训牌。该村让村规家训
一律上墙，入眼入心。很多老家训还做了紧跟时代的修订，如肖姓家训，写
进了生态保护的内容，让“吃生态饭”的人家更加注意保护村里的生态。

宋溪镇王埠村，乡愁记忆馆、红色文化传承馆让前来参观学习的客人印象
深刻。2016年始，该村在新农村建设中融进乡风文明建设，还修建有文化大讲
堂、乡贤墙、文体活动室、文体健身广场，村民生活的健康和谐成为全省典型。

实虚结合联动 构建和谐人文生态
武宁在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明确：以更实的举措增进民生福祉，构建和

谐人文生态。
武宁把脱贫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第一民生实事，通过实现同步全面小康

构建和谐人文生态。细化量化扶贫任务，紧扣“精准”这个核心 ，认真操作
保质量；开展“三个精准回头看”和“千名干部下基层”两大活动，整改攻坚抓
落实；明确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和贫困村退出，精准施策出成效；做到组
织领导、责任落实、督查问效、宣传造势四个强化，高位推动聚合力。出台好
政策，派出好干部，付出真金银，扶资、扶志又扶智，实实在在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全县8272户贫困户、11个贫困村在2020年前顺利脱贫。

以移风易俗为抓手，促进乡风文明，构建和谐人文生态。深入开展全省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试点县工作，把精神文明建设融进新农村建设，融进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百日大会战，融进全域旅游发展，融进精准脱贫攻坚，借力而
为，顺势而为，引起各级各地的更加重视，取得更明显的成效，乡风民风美起
来，人居环境美起来，文化活动美起来。

【关键词10】
“心连心”联合党支部
8月25日，武宁县委宣传部党支部向县委

组织部呈递了一份请示——设立古艾社区心
连心第一联合支部。县委宣传部、县森林公安
局、县电视台、县电信公司、县调查队与豫宁街道
古艾社区的党员，全部属于该联合支部。

像这样的心连心联合党支部，武宁组建了43
个，囊括了所有乡镇、单位、社区，包括农村心连心联
合党支部、社区心连心联合党支部和重大项目心连心联
合党支部。

心连心联合党支部主要工作内容是：丰富党员主题日活动，开展党组织和党
员“双报到”，打造区域党群活动中心，实施党建项目化创建，探索多方参与共建模
式。通过设立心连心联合党支部，以期整合党建资源，改进服务手段，创新党建载
体，增强基层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统筹、整合、引导和带动能力，构建起农村、街道
社区与联系单位“资源共享、共驻共建、双向服务、双向共赢”的党建工作新机制。

9 月 5 日，新城区“心连心”第一联合党支部成立暨首个活动日活动举
行。该联合党支部由县委办、县接待办、县机关事务局、县供电公司、新宁镇
组建而成。活动主题是观摩武宁第六小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党
课。武宁县委书记杜少华以党员身份参加活动。

强化堡垒作用 引领清明政治生态
武宁在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明确：以更高的标准加强党的建设，构建清

明政治生态。
常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强化党员在党意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

设，突出基层党组织作用。积极探索“党建+”模式，在农业产业、住宅小区、
楼群院落、企业班组和项目工地上建立党组织，着力打造“富民型”农村党
建、“和谐型”社区党建、“效益型”企业党建等特色党建工作品牌，为党组织
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群众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

阵地扩大了，堡垒夯实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得到增强，全县党风
更加纯正、健康，引带了政风和社会风气不断好转，政治生态月朗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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