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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凝聚力量

开栏的话

党的十九大将于 10 月 18 日在北京召
开。今日起，本报推出“十九大时光”栏目，
派出记者分赴各地，深入基层一线，与基层
党员干部群众一道喜迎十九大，并在大会期
间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一起聆听党的十九
大报告，共度十九大时光，展现全省干部群
众爱党护党跟党走的坚定决心和对国家繁
荣稳定发展的满满信心，敬请关注。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10月
11日上午，在定南县鹅公镇大风村委会会议
室，45名党员庄重地举起右手，面对党旗宣
誓。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大风村党支
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带领党员们重温入党
誓词，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随后，党员们胸佩党徽，手拿扫帚和垃圾
篓，来到村里的各个角落打扫卫生。村道旁、

房屋后，处处活跃着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
的身后，是一条条整洁平坦的水泥路，一栋栋
整齐亮丽的楼房。

不远处的山坡上，一片绿油油的小树林
引人注目。“那是油茶林吗？”“没错，前两年种
下的。”面对记者的提问，大风村党支部书记
卢炳荣说，“这片油茶林是我们大风人辛勤汗
水的结晶，也是我们致富的希望。”卢炳荣介
绍，以前，村里产业单一，基础设施薄弱。曾
经的支柱产业脐橙又受到黄龙病的冲击，被
迫砍伐近5万棵，村民损失严重，村里也被定
为“十三五”省级扶贫村。

脱贫致富，产业是关键。卢炳荣带领村
“两委”班子，多次赴赣州、广东等地参观学
习，并于 2016年 2月引进定南县聚穗园现代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何首乌种植。村“两
委”通过“公司+农户”的运行模式，指导带动
农户散种，共种植何首乌近千亩，创造就业岗
位300余个，直接带动60余名贫困人口就业，
每人年均增收近万元。“你看，就是在那个地
方。”顺着卢炳荣指的方向，记者看到了一排

排整齐的田畦，何首乌藤蔓中间挂着一颗颗
黝黑的果实。再过去一点，就是脐橙基地了，
规划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

在与卢炳荣的交谈中，记者逐渐了解了
这个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大风村建成了
400平方米 60千瓦光伏电站，兴修河堤 1处、
堡坎 3 处，硬化了入户道路，并完成了党建
广场建设、巷道治理、“家风家规”特色墙绘
制等工作，村容村貌焕然一新。2016 年底，
村里通过了省里的第三方评估，正式脱贫

“摘帽”。
在大风村党建广场的宣传展板边，十几

个村民正围在一起，阅读党的十九大的相关
资料。“是党带领我们脱了贫，现在党又要带
领我们致富。对党的十九大，大家当然很关
注。”去年脱贫的卢茂华乐呵呵地说，脱贫之
后，他又承包了几亩油茶林，以后的生活肯
定会更好。他热切期盼即将召开的党的十
九大能关注扶贫产业的发展，“希望国家继
续支持老区发展，这样我们的生活就更有奔
头了。”

“生活更有奔头”
本报记者 陈斌华

10月10日，国家林业局正式授予赣州市“国
家森林城市”称号，标志着赣州再添国字号“名
片”。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州犹如镶嵌在
赣江源的璀璨明珠。

近年来，赣州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作为构筑
南方重要生态屏障、改善人居环境、推进生态文
明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积极争当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排头兵，努力打造美丽
中国的“赣州样板”。

创森以来，赣州市共实施规划工程项目856
个，实施规划任务达664097公顷，创森规划任务
完成量为全省设区市之最，新建各类公园98个，
建成区新增绿地面积3144.65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14.14平方米，新建和晋升市级以上自然
保护区30处、湿地公园19处、森林公园31处。

赣州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赣州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本报宜春讯 （记者钟瑜）
走进宜春市袁州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园区，只见星火油茶产
业科技园的核心区内亭台楼
榭、草碧花红、湖光粼粼，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油茶果榨油
—废料（茶籽壳）种菇—废料
（菌渣）制有机肥—有机肥施茶
树，企业的内循环发展之路使
得每一粒油茶籽被“吃干榨
尽”，发挥出最大效益。袁州区
现代农业示范园负责人说：“现
在园区聚集的都是绿色有机企
业，产品畅销国内外，供不应
求。”这是袁州区发展“绿色一
产”“低碳二产”“休闲三产”助
经济腾飞的一个缩影。

袁州区秉持绿色发展理
念，全力发展“低碳二产”，发展
智慧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
医疗器材产业和健康食品产
业。该区中国(宜春)锂电新能
源产业园，已成为颇具产业特
色、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设施齐
全的机电锂电专业园区。园区
紧盯世界 500强、国内 200强等
领军企业，开展产业招商、以商
招商等多形式的招大引强活
动，吸引银锂新能源、九鼎动力
新能源等 119 家企业入驻，逐
步形成了以银锂新能源为龙头
的锂电新能源产业集群。8月
2 日，投资 30 亿元的香港宝威
物料有限公司锂电新能源项目
正式开工，该项目建设达产达
标后，可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
45亿元、税收2亿元。

新兴产业成为转型升级主
引擎，生物医药产业也活力迸
发。袁州区大手笔、高起点规
划 40 平方公里的现代生物医
药产业集聚区，集中政策、资
金、能源等要素，加大对济民可
信、百神药业、科伦器械等龙头

企业的帮扶力度，培育超前引领、梯次跟进、后劲充
足的企业集群，医药产业去年跃升为百亿元产业。
如今，袁州医药工业园聚集医药类企业 67家，形成
了集医药研发生产、医疗器械、医药贸易、物流包装
等为一体的生物医药产业链， （下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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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余江讯 （记者祝学
庆、钟海华 通讯员吴茂兴）整
洁的绕村柏油路通到家家户
户门口，鲜艳的金鸡菊盛开在
道路两旁，宽阔的广场成为村
民 们 休 闲 的 好 去 处 ……“ 宅
改”后的余江县锦江镇杜家
村，俨然一幅富裕美丽幸福的
新农村画卷。

近年来，余江县以承担国
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为
抓手，统筹推进农业发展现代
化、基础设施标准化、公共服务
均等化、村庄面貌亮丽化、转移
人口市民化、农村治理规范化
等“六化”建设。通过“一改促
六化”，该县有力推动了农业生
产、农村生态和农民生活融合
发展，有效增强了农村群众幸
福感、获得感。

产业发展村民富。“宅改”
试点以来，余江县推动土地流
转21万亩，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高起点规划建设现代农业示范
园，初步形成“一轴、两翼、三
区、八园”的发展格局。同时，
该县综合利用退出的闲置宅基
地，依托“一村一品”，发展庭院
经济、休闲农业，打造了一批宜
居宜游的产业新村，促进了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
了农民就业创业，增加了农民
收入。另外，该县投入 1000万
元产业扶贫资金，优先扶持省、
市级贫困村贫困户；投入 1000
万元建立农房财产权抵押试点
风险补偿基金，先后向合作社
组织或农户发放贷款 5300 万
元，有力促进了农村产业发
展。2016 年，该县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4 万元，同比增长
12%，增幅列全省前五。

环境提升村容美。余江县
筹集资金 1500万元，用于所有

村庄规划编制，拿出 100万元对 19个示范村点进行
功能定位设计。投资 200余万元，重点细化完善了
锦江范家和杜家、潢溪沙塘邹家等 7个精品村建设
规划。在此基础上，该县引导农民拆除了废弃的破
旧房、露天厕、猪牛栏， （下转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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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师傅，包裹都打包好了吗？可以发了吗？”9月
22日，铅山县邮政局陈坊代办所邮递员罗细英，从乡
代办所开着电动车来到4公里外的沽溪村电商服务站
廖琪家里，收取快递包裹。

“2015年，我开始在网上销售葛粉、土鸡蛋等土特
产。由于离县城远，物流公司都不愿意上门收件，所
有的包裹都要送到县里发，很不方便。”廖琪说，因物
流成本高，严重制约了当地电商的发展。罗细英得知
情况后，主动上门免费为他代收包裹，助其做大电商
业务。

“罗细英免费为我代收代发包裹，真是帮我解了
后顾之忧。”2016年，廖琪的电商销售量较上年增长了
一倍，年销售额突破百万元，带动村里 20多户贫困户
户均增收2000余元。

陈坊乡地处武夷山脉北麓，境内峰峦叠嶂，山道崎
岖。过去，陈坊代办所的两条邮路，一条是步班，一条
是自行车班。从乡代办所到沽溪村，有 4公里多的路
程，要翻越几十个山岭，是全县唯一的一条步班邮路。
21年来，罗细英不辞辛苦坚守在投递一线，得到了群众
和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全国邮政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下转A5版）

罗细英：邮路要成为群众致富路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文/图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
查总队发布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进行了分析回顾。从这些大数据中，我们
可以清晰地看到，5年来，江西经济实力更强、结构更优、交通更

畅、网络更快，人们生活更美好。

实力更强：经济总量和增速全国排位前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综合实力明显增强。2016年，全省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GDP）1849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0%，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增幅居全国第5位、居中部地区第1位。
从2012到2016年，全省GDP以年均9.5%速度增长，保持每年位次前移
的发展势头，在全国排位由2012年的第19位上升到2016年的第16位。

人均GDP稳步提高。2012年全省人均GDP为28966元，2016年达
40400元，为2012年的1.4倍。

财政实力明显提升。全省财政总收入由 2012年的 2046.1亿元增
加到 2016年的 3123.0亿元，年均增长 11.2%。全省有 86个县级财政收
入超10亿元，6个超50亿元，南昌县过百亿，达104.4亿元。民生支出占
财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高。2016年，我省 50件民生实事全面完成，用
于教育、社保、医疗等民生类支出达 3589.27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量的
77.7%，比2012年增长57.4%，年均增长12.0%。

结构更优：第三产业的贡献率显著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继续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
多产业协调支撑、多极化发展的格局。全省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
11.7∶53.8∶34.6调整为 2016年的 10.3∶47.7∶42.0。第三产业突破 40%，
比 2012年提高 7.4个百分点。2016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首
次超过第二产业贡献率。

工业结构不断优化。近 5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30.1%，比2012年提高
6.3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比重36%，比2012年下降5个百分
点；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85.4%，比2012年提高7.9个百分点。
重点企业发展壮大。13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7家企业入围中
国500强，规模最大的江西铜业集团，2013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排
行榜，成为江西有史以来首个世界500强本土企业。 （下转A5版）

从大数据看江西5年变迁
本报记者 黄继妍 文/图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到鹰潭旅游
的人们切身感受到“一部手机玩转鹰潭”的神
奇：随着鹰潭市全域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和电
子地图的上线使用，数百家景区景点、星级酒
店、农家乐、特色餐饮、旅游商品店的信息实
现“一手掌握”，游客可以轻松在手机上完成
下单、导游、订车、定购等交易。

这是我省发布的首家整合全市相关旅游
产品的官方电子商务平台，也是我省完善智
慧旅游服务体系改革的一次全新尝试。现实
没有辜负这番苦心：刚刚过去的长假，我省接
待游客突破 6078.21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368.56亿元，在已公布数据的省（区、市）中，
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均位居全国第四，
其中，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5.97%。

高歌猛进、快速发展的旅游产业，是我省
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者、见证者。党的十八
大以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特别是对江西工作重要要求，团结带
领全省人民朝着兴赣富民的目标吹响激荡人
心的集结号，发展的步子迈得铿锵扎实，发展
的态势呈现量质齐升的喜人局面，绿色崛起
的美景绽放在赣鄱大地每一个角落。

(一)

去年，当庐山设市的消息传开，世人为之
瞩目。“一山多治”的局面得以改变，人们对

“大庐山”旅游前景充满期待。
这是几代人的遗憾。长期以来，庐山处

于一山多治、条块分割的状况，各地在旅游管
理上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在资源开发上重复
建设、标准不一；在旅游营销上自弹自唱、互
争客源。一座清秀绝伦的名山，旅游资源被
切割，发展竞争力被削弱，引得四方叹息。

改变庐山“一山多治”窘境，自新中国成
立以来在我省也是呼声不绝。各种区划调整
设想版本素有流传，但囿于种种因素，设想未
能落地，改革一再延期。

在这段历史被终结的时刻，人们不会忘
记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不会忘记省
委、省政府的改革担当。

纵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领域、各行
业发展，无不凝聚着省委、省政府善于破局、
敢于改革、重于实干的责任担当。

——面对经济下行阴霾持续笼罩、企业
经营成本水涨船高的局势，省委、省政府审时
度势，找准企业“痛点”，把降成本、优环境作
为推进我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工
程来抓。每年五六百亿元真金白银大礼包，
100 条降成本翔实措施，以专项行动帮助企
业降成本，这样的举措在我省尚属首次。省
领导率先示范，深入企业园区，当起了政策宣
传员、问题协调员。这场降成本优环境的“攻
坚战”，降低了企业负担，推动了企业发展，创
造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江西经验。

——在钢铁去产能这场重大经济战役
中，江西拿出了“五年任务、一年完成”的骄人
成绩，钢铁去产能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受到国
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2016年，我省全年退
出粗钢产能 433 万吨、生铁产能 50 万吨，将
2016至 2020年期间全省退出钢铁产能的五
年任务于2016年一年内提前完成。同时，积
极帮助企业谋划退出后的转型转产，在去产
能过程中共安置职工 3605人，化解债务 1.54
亿元。

——当人们惊叹于“江西银行”“江西航
空”等一个个新鲜事物横空出世的时候，大
家意识到，这是省委、省政府把脉发展新动
态、抢抓发展新机遇的谋篇布局。回顾江西
银行的组建工作，历时长达 8 年，过程充满
曲折。2015 年 12 月 15 日，在这个我省第一
家省级法人银行掀开“红盖头”的时刻，江西
金融人多年来的夙愿得以实现，江西银行开
始朝着有市场影响力、社会公众认可、国内
一流的省级城市商业银行阔步迈进。江西
航空的出现，则意味着我省终于拥有了本土
航空公司。

——很多人不曾留意，大家口中的“江西
省旅游局”是什么时候变成“江西省旅发委”
的，“江西省金融办”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公
众视野的。细加了解不难发现，这是省委、省
政府着眼于理顺管理体制、助推行业发展的
破冰之举。相比于旅游局，旅发委有了更多
的综合协调职能，旅游产业发展变旅游部门

“一马拉车”为“众马拉车”；作为全国第5个进
行“局改委”体制改革的省份，我省建设旅游
强省的决心和雄心可见一斑。 （下转A2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发展综述之二

绿色崛起意正浓
本报记者 张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