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理妈妈补亲情
10月12日，德兴市花桥小学留守儿童辅导中心，孩子们在“代理妈妈”指

导下精心制作“喜迎十九大”贺卡，用稚嫩的小手绘制美好蓝图向祖国献礼。
该校的留守儿童辅导中心为当地120余名留守儿童创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帮
助留守儿童弥补亲情上的缺失。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模拟法庭进校园
近日，赣州市赣县区城关四小和赣县法院联合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模

拟法庭”庭审活动，由学生们担任审判长、陪审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通过
对真实法庭审理过程的演示，让学生们身临其境地学习相关法律知识。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编者按：

今日起，本报推出“砥砺奋进看
变化”栏目，重点报道近五年来江西
移动助力江西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
生动实践，展示江西移动参与江西信
息强省、网络强省发展所取得的新成
就、新业绩、新面貌，讲好江西故事，
凝聚和传递正能量。

点开APP就可以买票、选座看电影，坐着
地铁看在线视频，扫码共享单车实现绿色出行，
移动支付无处不在，智慧医疗实现4G云医护，
驾驶汽车自动导航……如今类似的移动4G与

“互联网+”相互融合的生活场景屡见不鲜，4G
已经从各个层面深入改变了人们生活，这背
后，是江西移动无处不在的身影。

近5年来，江西移动坚持以创新驱动发展，
把握住了用户对通信个性化、多元化、便利化的
需求，采用先进技术完善网络覆盖、提升网络服

务，实现了移动通信跨越式发展，在砥砺奋进的
赣鄱崛起中，澎湃出移动发展的强音。

当前，世界进入创新密集和产业振兴的新
时代，区别于以往传统工业形态，如今世界发
展依托于快速发展的信息科技网络。在这场
变革中，由于信息网络向社会各个环节全面融
合渗透，通信网络成为关键所在，也是未来信
息化竞争的重要制高点。

我国高度重视信息通信产业发展以及信
息通信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在“十三
五”规划中明确了“网络强国”国家战略，并部
署了“宽带中国”“物联网应用推广”“云计算创
新发展”等信息化专项工程，对产业发展提出
了新的要求。

紧跟时代发展，江西提出，在“十三五”期
间，加快推进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和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行动计
划，实现到2020年“信息江西”基本建成，全省
信息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超过 80，以信息化
为支撑连接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区位竞争优势
更加明显，实现信息强省、网络强省的新跨越。

信息强省、网络强省，江西移动勇闯新
路。2012年，江西移动的 4G网络刚刚开始规

划和建设，普通群众对 4G 网络还充满着好
奇。5年过去了，我省移动通信产业实现了从
2G到 4G的完美跨越。近 3年，江西移动累计
投入 50 多亿元建设 4G 精品网络，目前 4G 基
站总数达 5.5万个，排名全国第 12位，实现了
到行政村的全面覆盖。全面启动全省移动网
络覆盖精确普查，对盲点盲区开展专项攻坚，
不断扩大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确保我省信息
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保持领先又能发挥效
益。移动宽带客户突破 1850万户，4G客户达
到1500万户。

如今，江西移动自主开发的数字生活服务
应用“和我信”，每3个江西人就有1人使用，一
年来水电煤气等缴费超 30亿元，老百姓享受
到了移动互联网的生活便利。“商盟”平台线上
交易量达 30亿元，成为省内规模最大的电子
商务平台之一。打造“赣鄱优品”品牌，构建

“一县一品、一条龙服务、一站式能力”绿色产
品产业链。

5年来，互联网+早已经深深融入各行各
业。江西移动的互联网+政务、制造业、教育、
农业、民生等九大工程，推进省政务云平台、综
治平台、智慧旅游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标杆
项目建设，推动互联网+融合创新。江西移动

还 在 鹰 潭 进 行 全 国 首 批 窄 带 物 联 网
（NB-IoT）试验，网络覆盖鹰潭全部乡（镇），
助力鹰潭全国首个互联网试点城市建设。

5 年来，信息惠民让江西人有了切实体
会。江西移动落实提速降费要求，推出流量不
清零、流量共享等降费举措，手机上网单价下
降 48.5%，排名全国 28位；宽带用户平均上网
速率从 4M提升到 50M，移动宽带单价同比降
低 40%以上。江西移动还累计投入 4亿元，建
设精准扶贫信息化平台，做好永丰县等定点扶
贫，助力吉安县、井冈山市年底率先脱贫摘
帽。江西移动通过扶持本地网络代维、软件开
发、信息服务以及手机销售、维修等行业发展，
全省累计提供和带动就业岗位超过12万余个。

扎根在江西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江西移动
也不断成长壮大，后劲十足。截至2016年底，
江西移动客户数量已经超过2700万户，行业客
户份额达到 79.6%，市场主导地位稳固。2016
年，江西移动全年上缴税收 16.2亿元，同比增
长13.4%。2011年以来累计上缴税收近100亿
元。仅去年一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亿元，有
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正在南昌临空保税区
推进建设中国移动（江西）IDC数据中心，预计
项目累计投资20亿元。

砥砺砥砺奋进奋进看变化看变化砥砺前行的赣鄱强音
——江西移动加快信息创新助推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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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瑞金入围全域旅游二十强
本报讯 （记者赵影）近日，2017 中国全

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榜 20强榜单揭晓。我
省瑞金市、景德镇市位列其中。其中，景德
镇市以 118.64 分位列排行榜地市级第 19
名，瑞金市以 109.86分位列排行榜区县级第
18名。

据悉，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行
榜评选活动由人民日报社指导，人民网与《国
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办，该评选以游客体验
为核心，统筹专家、网友、地方数据等三方内
容，进行总分为200分的综合评定，根据最终
得分评选出“2017中国全域旅游魅力指数排
行榜地市级 TOP20”和“2017 中国全域旅游
魅力指数排行榜区县级TOP20”。

昌北机场新增加密多条航线
本报讯（记者赵影）日前，记者从南昌昌

北国际机场获悉，10月底该机场将新增加密
多条航线。

10 月 29 日起四川航空将新增西昌-南
昌-温州航班，每周一、三、五、日执飞；10月
29日起南方航空（重庆航空）将新增大理-南
昌-大理航班，每周二、四、六执飞；10月29日
起东方航空将开通南昌飞兰州航线、南昌飞
汕头航线。其中，南昌飞兰州航线每周二、
五、六、日执飞；南昌飞汕头航线每日执飞。

安九客专年内全线开工
本报讯（记者陈璋）近日，昌九城际铁路

公司在南昌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了安九客专
（江西段）AJJXZQ标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
招标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这标志着
安九客专年内将全线开工建设。

安九客专北接合安、合蚌、京沪高铁，南
连武九、昌九、昌吉赣、赣深等高铁，是北京-
合肥-安庆-南昌-深圳南北快速客运通道和
上海-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沿江东
西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引入庐山
站同步实施工程已于去年 9月开工建设，本
次招标主要包括鳊鱼洲长江大桥南引桥至庐
山特大桥、九江存车场及动车走行线（含改建
铜九线）等工程。

明日南昌国体周边交通管制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10 月 12 日

南昌市公安局发布通告，10 月 14 日在南昌
国际体育中心将举行周杰伦演唱会，当天 15
时至 23时周边将实施交通管制。

届时，国体中心 1、2、3、6、7号大门及地
铁国体中心站各出口周边 30米范围之内严
禁摆摊设点；周边道路将进行交通管制，共享
单车等非机动车一律沿赣江南大道东侧江边
人行道有序停放，国体中心及周边其他地方
严禁非机动车停放。

近日，南昌市纪委驻发改委纪检组组织
驻在单位举办了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
党走”为主题的党章党规知识竞赛，进一步促
进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章党规，做合格的共
产党员。 通讯员 龚 涛摄

本报讯 （记者郑颖）记者 10 月
12 日获悉，为有效遏制道路扬尘带
来的空气污染，我省各地各部门多
措并举，深入开展路域环境综合整
治，切实维护畅、安、舒、美的公路交
通环境。

省公路局在 320 国道沿线持续
开展以“违法搭建、违法采挖、违法
堆放、违法占道经营”为治理重点的

“四违”整治活动，以及无违法建筑
物和地面构筑物、无违法非公路标
志、无路基路肩边坡非法种植物等
为目标的“八个无”路域环境治理活
动。该局还积极争取沿线县区政府
支持，通过实施以县区为责任主体、
以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路长制”，
加大路域环境治理力度。

宜春市联合公路、交警、运政、
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24 小时
上路，形成环境污染治理常态化。
严厉查处超限超载
超 高 或 未 采 取 密
闭、篷布遮盖，沿路
滴漏的运输车辆。
严格要求车辆在装
载 时 货 物 压 平 压
实，全部平栏板，加

盖篷布，做到四边四角固定。对污
染严重的金辉再生资源、旗胜矿业、
泰昌矿业、磊鑫矿业等公路沿线企
业，由沿线乡镇相关部门联合公路
部门共同整治，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书。宜春、南昌、吉安、新余、萍乡赣
西五市还签订了区域联动治超工作
协议，建立起五市无边界、无缝隙治
超网络。

萍乡市组织人员对辖区内的源
头企业、非法改拼装车辆等进行调
查摸底，并深入企业上门宣传，讲解
治超政策法规，促使企业主对其非
法改装车辆恢复原状。通过多层次
宣传，货源单位、重点生产企业和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特别是驾驶员对市
委市政府治理扬撒扬尘和治理超限
工作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思想上逐
渐转变，增强了合理装载、遮蔽运输
的自觉性。

国庆中秋期间，几名河道保
洁员划着小船在共产主义水库打
捞水上垃圾漂浮物，这是乐平市
水环境保护的一项常态化工作。

乐平市境内河湖水库众多、
丰富的江河湖泊资源和多样的水
生态环境，是当地的一大特色和
优势。近些年，通过全面推进“河
长制”，该市江河湖生态环境得到
了改观。

2016年3月，乐平市进一步强
化和落实河长制责任体系，形成了
政府牵头、各部门行动、全民参与
的治水生态链。当地逐步收回水
库承包养殖权，今年年底将实现所
有水库人放天养。截至目前，已经
收回近200座水库的养殖权。

“简单来说，河长制不仅要负

责河流‘水质达标’，还要管好整
个河流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
态。”乐平市委农工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市农业部门对流域 400
米内的养殖场以及小规模大污染
的畜禽养殖场全部予以取缔。对
未取缔且不在流域范围内的大规
模养殖场进行技术改造，通过调
查摸底，该市规模以上畜禽养殖
场共 31 家，目前搬迁一家，24 家
改建基本完成，还有 6 家正在整
改。与此同时，当地清理沿河乡
镇垃圾近 3000万吨，并建立了常
态化管理垃圾终端处理模式和长
效保洁机制。

当地环保部门通过专项整
治，取缔多数排污不达标的小规
模企业，对园区企业的污水、气等
排放进行严格监控，把关达标、不
合格的进行停产整治。建设部门

也没闲着，启动城区污水处理厂
升级工程。目前已完成建设人民
路污水主管网长度 4 公里、支管
网0.2公里，清淤、检测、疏通管道
网长度2公里。

“往年的乐安河，不少鱼儿莫
名死亡，吃了死鱼的鹭鸟，也因中
毒飞不起来。现在情况好多了，
河里的鱼虾又多了起来，我们收
入有保障了。”镇桥镇渔业村渔民
徐发兵深有感触，通过综合治理，
河水变清了，渔民又能下河捕鱼
了。

目前，该市全面启动了消灭
劣V类水治理工作。下一步将打
造“河长制”的升级版，建立“一河
一档”、实行“一河一策”，加强源
头管理、系统治理、生态治理，提
高流域综合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落实“河长制”河里的鱼游回来了
本报记者 徐黎明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范志
刚）10月12日，记者从在南昌召开的
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座谈会上了解到，
从2012年至今，南昌、台湾经贸合作
硕果累累，签约金额31.34亿美元，多
家台资企业成为南昌行业龙头。

据了解，从2012年以来，南昌台
湾经贸合作共签约台资项目 50个，
签约金额 31.34亿美元，推动了一大

批台资项目落户。落户南昌的台资
企业中，二产（制造业）占总数的
62.4%，尤其是在电子信息产业，聚
集了菱光科技、英华达、富港电子、
百利精密刀具、联创电子、广盛电
子、新日光等一批台湾上市公司，在
南昌初步形成了集聚态势。

落户南昌高新区的台湾企业
菱光科技接触式传感器市场份额

居世界第一，其接触式影像传感器
产品 90%是南昌基地生产，公司产
品全球占率达到 60%；台资企业
TCT 集团所生产的碳化钨切削刀
具产品 50%由南昌基地生产，该集
团产品全球市场占有率已位居全
球第二，是名副其实的“行业小巨
人”。

与此同时，南昌聚焦了一批智

能手机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全球
出货量最大的触摸面板及指纹生物
识别模组供应商欧菲光，在南昌即
将形成百亿元产业群；全球最大的
运动相机镜头供应商联创光电，正
在这里打造光学镜头、触控 IC等手
机配件生产基地；手机闪光灯出货
量全国第一的晶能光电更是在这里
土生土长。南昌实现了 90%以上的

智能手机零部件本地配套，形成“品
牌、代工、配套”为一体的移动智能
终端产业生态。未来几年，南昌将
形成每年 2亿部以上的智能手机产
能，在国内与珠三角、重庆形成三足
鼎立之势。

此外，来昌旅游、考察、访问的
台湾居民呈逐年递增态势，去年超
过5万人次，同比增长15%。

5年签约超30亿美元 南昌成台资企业乐土
未来每年可生产2亿部智能手机

周日有雨 气温大降
本报南昌讯 （记者徐黎明）洪城

遭遇了断崖式降温，一夜之间，秋风秋
雨让来不及换装的人领略到了浓浓的
凉意。未来 3 天，南昌以阴雨天气为
主，周日有中雨，最高气温跌破20℃。

12日，受强冷空气影响，南昌城区
大幅度降温，在户外行走的市民纷纷
裹紧衣裳抵御寒冷。这股冷空气让北
方多地一雪入冬，也让南昌气温“跳
水”，迎来下半年气温新低。

13日，南昌阴，17℃～20℃；14日
阴转多云，17℃～22℃；15日小雨转小
到中雨，16℃～19℃。

江西对道路运输扬尘污染说“不”

本报讯（记者刘斐）近日，记者从省统计
局获悉，今年 1-9 月，全省公路货运继续保
持加快增长态势，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
96738万吨，增长10.8%。

公路客运方面，受高铁和私家车出行影
响，今年 1-9 月，我省旅客发送量和周转量
降幅进一步扩大，累计完成旅客发送量
40948 万人，下降 1.4%。其中 9 月份完成旅
客发送量3943万人，下降2.2%。

我省公路货运加快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