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版责任编辑 朱 力 曹小武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手机网：http://3g.jxnews.com.cn

JIANGXI DAILY

2017年10月24日 星期二
农历丁酉年九月初五

国内统一刊号【CN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4850号 今日12版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本报讯（记者黄继妍）前三季度，
我省GDP跑出了 9%的增速，列全国第
五位。10月 23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
办、省统计局召开的前三季度全省经济
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前三季
度，全省生产总值（GDP）14725.1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9.0%，与上
半年持平，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经济
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
展态势，为实现全年生产总值增长8.5%
的预定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稳’和‘进’是前三季度全省经
济增长最为明显的特点。”省统计局局
长万庆胜说，今年以来，我省经济增长
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的协
调性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的可持续
性进一步提高。

稳，可以从经济增速、就业、物价
和金融市场等方面体现。

经济增速保持平稳，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 9.1%，与上半年持平，高
于全国 2.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12.6%，较上半年回落 0.1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 5.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12.6%，较上半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进出
口总值增长 22.5%，高于全国 5.9 个百
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截至 9 月
底，全省城镇新增就业47.03万人，新增
转移农村劳动力 52.06万人，均已完成
全年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 3.34%，低
于控制目标 1.16个百分点。1至 9月，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8%，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运行稳健。9月末，全省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
长 11.7%，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
长19.3%，贷款投放实体意向日益改善。

进，则表现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
和收入结构上。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是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保持较快
增长，高耗能行业增长放缓。1 至 9
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 15.4%和 31.3%；六大高耗能行业增
加值增速低于规模以上工业 3.9 个百
分点。

需求结构调整优化。1至 9月，限
额以上单位汽车类、家具类、通讯器材
类、中西药品类等消费升级类商品增
长较快，民生短板领域投资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

收入结构稳步改善。从财税比重
看，1至9月，全省税收收入增长14.2%，
较上半年提高 6.2个百分点；占财政总
收入的 78.8%，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
提高 2.6和 1.5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
看，前三季度全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7%、
9.0%，均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

稳中有进，才能持续向好。今年
以来，我省经济新动能不断培育壮大，
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快成长。1
至9月，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11.1%，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1.7%，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2.0 和
2.6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增长 41.6%，高
于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速 27.0个
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省GDP
跑出9%增速
增速高于全国2.1个百分点，列全国第五位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22 日
晚和 2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
次和第四次会议，通过十九届中央委员
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
团酝酿。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

产生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
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
名单（草案），决定将名单提交各代表团
酝酿。

据了解，从 10月 21日开始，各代表
团对十八届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大会
主席团通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认真酝
酿。代表们认为，这个名单是经过严密
的组织程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产生
的，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
各个行业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整
体素质优良、结构比较合理、分布比较
均衡，群众基础比较好，是一个考虑比
较周全的方案。

10 月 22 日下午和 23 日上午，大会
举行各代表团全体会议，先后对中央
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进行了预选。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
定，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差额比例
均多于 8%。整个预选工作在大会主

席团的领导下，在监票人的监督下，严
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预选结果
合法、有效。

根据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和日程安
排，23 日下午，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分组
会议，酝酿主席团第三次、第四次会议通

过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纪委
委员候选人名单。

24日上午，大会将举行正式选举。

党的十九大主席团举行第三次、第四次会议
通过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习近平主持会议

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四次会议。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这几天开会，我又一次从新闻里
面了解到他们的感人事迹。他们是在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的优秀党员。”党的
十九大召开期间，党的十九大代表、全
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人事处处长杨莹代表见到了许多熟面
孔。杨莹口中的“他们”，说的是去年 7
月1日和她一道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95周年大会的受表彰代表。如今，杨
莹和他们又相聚在党的十九大会场。

提起一年前的那次大会，杨莹说，
她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记忆深刻。“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指明了理想信念是
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前进奋斗的
不竭动力。”杨莹认为，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要求党员既要有关键时刻冲得
出来的担当，也要有面对难题敢于迎
难而上的勇气。大会上受到表彰的来
自各行各业的优秀共产党员，身上都
具备这种鲜明的特质。

“去年以前，我从事党务工作整整
16年，其中做了 10年的机关党委专职
副书记。我要求自己始终以一颗初心

对待工作，以饱满的热情干好工作。”
杨莹说，有些人认为党务工作是“虚
活”，她的工作诀窍就是“虚功实做”。
比如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上，她注重
搜集单位里面的好人好事，在单位微
信群里及时公开表扬；注重发现单位
里面爱岗敬业、孝老爱亲、热心社会公
益事业的同事，开设道德讲堂，将这些
默默无闻的同事请上讲台讲述自己的
故事，让他们在机关能露脸、有形象、
有荣誉。

把党建工作做出活力后，如今的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干部职工对党建
工作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更加愿意参
与党建工作。“局机关党委如果要开展
一项活动，报名参加和申请成为工作
人员的人很多，这就说明我们把党建
工作做到了党员心中。”杨莹说。

把党建工作做出温度，这是杨莹
对待工作的另一个追求。这些年来，
她积极发挥机关党委的职能作用，把
温暖送到患病或家里发生重大变故的
党员群众家中。“关心绝不是一看了
之，而要从思想上真正关心，力争为他
们解决实际难题，帮助他们早日走出
情绪低谷。”杨莹认为，党务工作要起
到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
作用，党务工作者就是要把党的温暖
及时送到困难党员群众心中，让每名
党员群众都能感受到党组织的关心。

（下转A5版）

把党建工作做出活力做出温度
——访党的十九大代表杨莹

本报特派记者 张武明

美丽宜春，秀江河畔，7 幢 30 层的高楼
依次排列，园林工人正在小区内移栽绿化苗
木，棚改安置户们进进出出，忙着装修新
房。这里是宜春市袁州区凤凰街道林桥社
区下水寨棚改后的安置区。10 月 23 日，记
者走进了这里。

“安居如意福星照，进财大基鸿运开”，7
号楼的单元门上贴着喜庆对联，这是下水寨
人迎接美好生活的心声写照。乘电梯来到
2403 室，棚改安置户胡间平的家里正在装
修。只要有空，胡间平就会掏出手机，浏览关
于党的十九大的新闻。

他说，党的十九大的召开鼓舞人心，报告
内容“含金量”十足，“新时代”“谋幸福”“美好
生活”等关键词，都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为人民谋幸福，下水寨人颇有体会。以前
的下水寨，村民们自建的房屋杂乱无序，乱搭
乱建乱堆放，环境非常不好。3年前，宜春中心
城区启动黄颇路（下水寨）片区棚改，下水寨棚
改户就地安置，规划新建了 7幢高楼，小区取
名“水寨瀛台”，水、路、灯、绿化等配套设施和
物业管理一应俱全。

凤凰街道党工委书记叶军平告诉记者，黄
颇路（下水寨）片区棚改面积达 45万平方米，
涉及2568户1.6万人。经过3年的努力，下水
寨145户棚改户率先分到了安置房。

在胡间平等下水寨人看来，棚改惠民工程
让老百姓住上了新房子，但美好生活的实现，
正如十九大报告所说的“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他们赶上了新时代，将

抓住新机遇，踏实工作，勤奋创业，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新时代，宜春新定位，着力打造赣西区域性中心城市，建

设“三个中心、一个基地”。老城区棚改，建设袁州新城、宜阳
新区、明月山风景区，推进宜春经开区产城融合，丰富城市功
能，提升城市品位……这些大布局、大手笔，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百姓谋幸福，让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下水寨棚改后，环境变美了，居民的笑容多了，文明意
识、生活观念也在变。正如下水寨人在水寨瀛台挂出的醒目
横幅，“好日子就从这一刻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砥砺奋进、
开拓创新，积蓄了发展能量，实现着转型升级，赣鄱大地
处处换新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
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
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江西，这
片英雄的革命土地、厚重的人文沃土，正以奋发、昂扬之
姿奔向发展的新目标。

奔向新目标 续写赣鄱发展新篇章

“爱丽丝梦游仙境精灵蘑菇村，11月底就要
试营运，12月底正式对外开放。”10月 22日 17
时，记者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高铁农都项目
施工现场见到黄长川时，他刚刚从上海回到上
饶，准备参加当天晚上举行的公司董事会，“很
方便，现在从上饶到上海出差，当天就能往返。”

黄长川是江西庆台两岸农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高铁农都项目，是黄长川2015
年投资的一个大项目，项目规划总投资 160亿
元。项目一期投资 20亿元，占地 3400亩，发展
科技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创意农业，打
造集区域农业经济中心与旅游为一体的养生
农业旅游中心。“之所以选择上饶投资这个农
旅项目，是因为沪昆、合福两条高铁在上饶十
字相交，这里日均停靠普铁、高铁客运列车约
370趟，我们就是以时间换取发展空间。”黄长
川说。

高铁呼啸而来，但决不能让发展的机遇随
着列车呼啸而过。

高铁便利快捷、畅达四方，拉近了上饶与

周边发达地区的时空距离，为培育发展新经
济、新产业、新动能厚植了土壤。上饶市发改
委主任詹晓华告诉记者：“2015年 8月，上饶高
铁经济试验区规划经省政府批准，正式上升为
省级发展战略。试验区着力打造交通枢纽中
心、产城融合中心、高铁产业中心、旅游健康中
心、物流服务中心，成为集生产、服务、消费为
一体的新型城市综合功能区。”

目前，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吸引了大数据
中心、呼叫和服务外包中心、饶商总部基地、高
铁农都等一批项目相继落户，并开工建设。到
2020年，试验区将实现GDP650亿元、集聚人口
15万人的目标。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黄长川迅速组织公
司员工集体学习十九大报告。通过学习，黄长
川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更足了。他说：“报告提
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绿色发展方
式和生活方式。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像高铁
农都这样的绿色经济将越来越受欢迎，我们的
发展空间也将越来越大。”

记者吕玉玺发自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

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更足了

10月22日，记者来到位于瑞昌市码头镇的
瑞昌市码头工业城，投资 2.8 亿元的中林华中
国际木业有限公司木材专用码头正在加紧建
设，水工部分主体工程基本建成，预计明年初
试运行。码头建成后，将填补九江港没有木材
专用码头的空白，成为长江中上游唯一木材专
用码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水利、铁路、公
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
设施网络建设。“在加快木材专用码头建设的
同时，我们正在规划建设铁路专用线，努力实
现江海联运和铁水联运，进一步降低物流成
本。”中林华中国际木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江美
文说，“公司去年进口木材30万立方米，今年进
口木材可达100万立方米，3年内进口木材将达
到 300万立方米。木材专用码头投入运营后，
每年节约物流成本2000万元以上。”

九江市是江西融入长江经济带的“桥头
堡”。在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中，该
市以“新工业十年行动”带动“五化”（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协同发展，促进绿色崛起。瑞昌市码头镇是
长江入赣第一镇，而码头工业城作为瑞昌市
工业的主战场，目前已有 46家企业投产，今年
1 至 9 月 ，实 现 产 值 71.7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4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我们
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了日
处理 1 万吨污水的码头工业城污水处理厂。
同时，加强工业废水的排放监管，实行‘一企
一管’的管理模式，完善工业废水在线监控，
企业废水排放得到了有效监督和控制，做到
达标排放。”码头工业城党组副书记董陟说，

“码头工业城规划面积 23.3 平方公里，已建成
8.2 平方公里，初步形成了木业家居、装备制
造、新型建材等优势产业。今后，我们要以党
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把码头工业城建成生
态环境优美、布局合理、设施齐全的现代化产
业园区。”

记者何深宝发自瑞昌市码头工业城——

走产业转型升级绿色崛起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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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国江西网记者张绪
鸿、郑周贇）党的十九大开幕以来，江
西日报社以高度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
感，对十九大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宣传
报道。报社十九大全媒体报道中心策
划、中国江西网制作的H5新媒体作品

《十九大报告学习词典》成为“爆款”，
从 18日 22时推出至发稿时，阅读数超
过 1000 万人次，创造了江西新媒体作
品宣传史上的新纪录。

《十九大报告学习词典》一共 50
页，一改传统报告解读的枯燥堆砌，新
媒体编辑人员运用图文并茂的手法，
将“大会主题、历史使命、历史方位、十
个方面历史性成就、两个重大判断、新

时代五个定位、主要矛盾、四个伟大、
五个更加自觉、四个自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4个基本方略、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十九大报告
中的核心要点进行全面梳理和简要总
结，每个方面用一个最准确的词语来
概括，配上喜庆的底色和雄浑激昂的
音乐，浑然一体。

同步数据显示，18日22时《十九大
报告学习词典》一经推送，就被全国网
友刷屏，仅21个小时就超过230万人次
传阅，“足迹”遍布神州大地……截至
发稿时，《十九大报告学习词典》的阅
读量已突破 1000 万人次。目前，这一
数据还在不断被刷新。

六天阅读人次超千万

江西日报社新媒体作品
《十九大报告学习词典》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