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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瑞昌市白杨镇工业小区内的江西中
福瑞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科技型企业，
主要生产 2.3升、3.6升、4.5升的钢瓶以及压力
容器配套件，产品出口到韩国、德国、美国、印
度、伊朗等国家，供不应求。

10 月 25 日，笔者来到该公司的气瓶配套
件、不锈钢气瓶等车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该公司分管生产技术的副经理欧新强说：

“白杨镇党委、政府积极营造良好投资环境，为
公司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把企业办好。目前，公司正在申请KGS认证，
并不断开发新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公司去
年实现产值 3300 万元，今年产值将超过 3500
万元。”这是白杨镇聚精会神抓项目、一心一意
谋发展的一个缩影。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环境是金”发展理念，聚精
会神抓项目

“千重要，万重要，加快发展最重要；千条
路，万条路，没有项目无出路。”这是白杨镇党

政领导的共识。
近年来，该镇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抓手，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第
一抓手，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环境是金”发展
理念，以有效投资来拉动增长，支撑发展。该
镇发扬“四不怕”精神，即不怕坐冷板凳、不怕
吃闭门羹、不怕丢面子、不怕碰钉子，一切跟着
项目跑，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在
项目建设一线解剖麻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去年，该镇向瑞昌市商务部门上报有效项
目信息 33条，引进项目 9个，签约总资金 3.95
亿元。其中黄冈实验学校秋季招生开学，品胜
电子、现代豪门、大理石加工、依香儿服饰等 6
个项目先后投产。

今年，该镇强化措施，瞄准“长三角”“珠三
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定向招商，积极推行“以商
招商、协会招商”，加强与各地商会的交流与合
作，定向招引一批优质企业落户。目前，已成
功签约投资 20亿元的智能货运无人机项目和
5000万元的棉布纺织项目。另外，亦真科技服
饰、协盛服饰、钢结构制造等 9个项目，总投资
14亿元，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白杨镇党委书记李建豪说：“我们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胸怀，坚定
信心，克难前行，在谈项目抓签约、签约项目抓
落地、落地项目抓快开工、开工项目抓快投
产。同时，建立一个项目一名领导的‘1+1’对
接服务机制，协调帮扶企业发展，使项目留得
住、发展快、前景好，江西中福瑞能源设备有限
公司已纳入国家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库。”

开展“新工业十年行
动”，一心一意谋发展，推
动发展升级

该镇开展“新工业十年行动”，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推进产业聚集，推动发展升级。同时，
进一步完善两个工业小区功能，投资 500万元
改造环武山工业小区道路；新规划返乡创业工
业小区 200亩，投资 217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
设，鼓励该镇在外创业成功人士回镇创办企
业，变本土人在外创业为返镇兴办企业，变在
外资金为助推本土发展的资本。进一步完善
镇领导班子蹲点帮扶企业制度，完善企业服务
快速处理机制，努力营造“优商、惠商、安商、扶

商 ”的 投 资 环
境，让更多的资
本、人才和项目
在白杨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去年，该镇荣获
瑞昌市 2016 年
度工业发展先
进单位。

徐 步 前 是
白杨镇郭桥村
人，在白杨镇工
业小区创办了
江西步前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农产品龙头加
工企业，以瑞昌特产——山药为原料，加工山
药粉、山药片、山药面等产品。同时用山药皮
喂鸡，物尽其用。该公司注册的“瑞之参”商
标，已成为江西省著名商标。公司总经理徐步
前笑着说：“我们的产品主要在上海、深圳、厦
门等10多个大中城市的超市和特产店销售，深
受消费者青睐。同时，还加工豆角、辣椒等时
鲜蔬菜，解决山药、时鲜蔬菜难卖问题，增加农

民收入。今年 2 月，公司正式投产，年产值在
500万元左右。”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白杨镇项目建
设硕果累累，促进了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白杨
镇镇长付承洪说：“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们
在巩固原有税源的基础上，加大项目建设力
度，积极培育新的税收增长点，实现了财税收
入均衡入库。今年 1至 9月，全镇完成财政收
入8348万元，同比增长10.33%。”

（张 勇 何深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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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杨镇引进工业企业白杨镇引进工业企业，，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

“开窗见绿、抬头见绿、处处是
绿。”一位来赣州考察投资的客商这
样评价现在的赣州城。

赣州城区绿化覆盖率 43.5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14 平方米；全
市建成区新增绿地面积达 3144.65
公顷……这一系列亮眼数据正是赣
州构筑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着
力加快生态林业建设的成效之一。
近年来，赣州市积极改善生态环境、
回应广大市民对良好生活环境的基
本诉求、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在红土
地上掀起“绿色革命”，实现了天更
蓝、水更清、地更绿、景更美、城乡居
民更幸福的目标。

● 生态效益明
显提升

赣州地处南岭山脉、武夷山脉和
罗霄山脉的交汇地带，是南岭森林生
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区、东江和
赣江的源头区、中国南方地区重要的
生态屏障、我国南方十八个重点集体
林区之一，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抓好林业生态建设，有利于维护
生物多样性，提升我国南方地区重要
生态屏障的生态服务功能；有利于提
高两江流域居民饮用水水质，让赣南
的山常绿、水常清；对维护我国东南
地区的生态安全，保护“两江”清水乃

至鄱阳湖“一湖清水”，提高南岭森林
生态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赣州立足自身禀赋，瞄准短板、
以问题为导向，在森林质量提升上下
功夫，在低产低效林改造上做文章。

赣州市通过补植、抚育、更替和
封育改造方式完成 19.55万公顷森林
质量提升，实现了森林面积、森林蓄
积、森林质量“两增长一提升”。尤其
是近 3 年来，全市森林面积由 300.89
万公顷增加到 300.95 万公顷，净增
600 公顷，森林蓄积由 11957.55 万立
方米增加到 12808.95万立方米，净增
851.40万立方米。

目前，赣州市森林树种结构不断
优 化 ，城 区 乔 木 种 植 比 例 提 高 到
75.37%，苗木自给率达到 86.00%，中
心城区乡土树种使用率达 87.09%。
森林资源得到有效管护，全市没有发
生严重非法侵占林地（湿地）、滥捕乱
猎野生动物等破坏森林资源的重大
案件，森林火灾发生率逐年下降，林
业有害生物防治率达 90%以上,林业
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 3‰以下。

● 经济效益逐
步提高

国庆节期间，上犹森林小火车迎
来了八方来客，这是赣州依托绿色资

源发展旅游经济的实例之一。
生态环境好了，举目都是景、山

水都可延伸发展旅游经济，还辐射带动
周边的农家乐、采摘经济、土特产市场，
盘活了乡村旅游一盘棋。近年来，赣州
立足优势、把握机遇，将发展旅游产业
作为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方向之一，
大力推进旅游产业长足发展。崇义阳
明山、大余丫山、石城通天岩、上犹陡水
湖，生态环境变好带来的经济效益日益
凸显，赣南的山山水水流金淌银，以别
样的方式哺育赣南儿女。今年五一期
间，赣州接待游客207.53万人次，同比
增长 22.49%；实现旅游总收入 10.8亿
元，同比增长29.43%。

全市发展乡村旅游与旅游扶贫
成效凸显。赣州充分利用各地农村
田园景观、农耕文化等，结合国家旅
游扶贫试验区建设，推进“十百千”工
程（即打造十大旅游产品体系、百个
旅游扶贫重点镇、千个旅游扶贫示范
点)，积极打造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乡
村旅游已逐步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
新型业态。同时，赣州采取“景区(公
司)+旅游合作社(协会)+贫困户”“旅
游公司+贫困户”等模式，帮助贫困
户获得自主经营、土地流转、资产入
股、资金入股、特产销售等方面的收
入，让贫困户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参
与者、受益者。全市各类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企业快速增加，辐射受益大
量贫困人口。

近年来，全市
注重提质增效、以
优取胜，推动林业
生产由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由粗
放经营型向集约
经营型转变，林业
特色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一、二、
三产业协调发展，
经济效益日益显
著。全市林业产
值 由 2013 年 的
443 亿 元 增 加 到
2016 年的 1181 亿
元。赣州通过油茶、毛竹、林下经济、
森林旅游等生态富民产业的发展，已
带动了 15万贫困户脱贫。

● 社会效益日
益彰显

路修到哪里，绿化就延伸到哪
里。近年来，赣州道路平均林木绿化
率提高到 87.91%，大大提升了市民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数据显示，群众
对森林城市建设的支持率和满意度
分别达 97.05%和 95.62%。

赣州整体推进国道、省道、县乡
道路、铁路以及农村骨干道路绿化，

高标准做好昌宁高速、兴赣高速沿线
绿化，完善京九铁路、赣龙铁路绿化，
因地制宜建设沿线绿化带。近三年
来，全市建有郊野公园等大型生态旅
游休闲场所 51 处，城区绿化覆盖率
提高了 10.9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净
增 2.68平方米，中心城区绿化覆盖面
积增加了 11.0%。2016年赣州城区优
良空气天数达 321 天以上，占全年天
数的 88%。

作为赣江和东江的源头，赣州以
境内赣江、东江等大中河流以及支流
两侧、湖泊库塘周边为重点，大力营
造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水岸林
和森林湿地为主的河流库区绿色廊
道建设，提高河流绿色的廊道生态功
能，全市河道绿化里程 2925.66公里，

水 岸 林 木 绿 化 率 由 76% 提 高 到
89.33%。不仅如此，赣州乡村绿化也
全面达标，新增森林乡镇（村庄）828
个，村庄平均绿化率达到 42.04%。

此外，赣州国土面积、人口分别
占全省的 1/4 和 1/5，是江西省面积
最大、人口最多的设区市。其中，林
地 面 积 占 江 西 省 林 地 面 积 的
28.58%，森林覆盖率达 76.23%，列全
省设区市之首、全国设区市第九；有
国家级森林公园 9 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 3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12 个，全
市生态公益林面积 100.50万公顷，天
然林面积达 42.16万公顷。赣州的国
土绿化对建设“美丽中国”江西样
板、巩固全省生态建设成果作出了
积极贡献。

红土地上的“绿色革命”

赣州市红旗大道绿树成荫赣州市红旗大道绿树成荫

波光粼粼的旺龙湖，游客泛舟湖面；瓜果飘香的
麒麟山庄，游客采摘正忙；山高水清的赣江源景区，激
情四射的赣江源漂流让游客赞不绝口……近日，记者
在石城县采访时看到，一幅幅生态美景，让来自各地
的游客流连忘返。

曾经遥远偏僻的石城县，是如何在短短 3年内，
将“养在深闺”的绝美风景变成“钱”景？让破旧脏乱
的乡村成为远客心中牵挂的乡愁？让廉价滞销的土
特产成为供不应求的国货出口海外？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深入走访石城县城乡，探寻其中奥秘。

风景如何变“钱”景？
石城县集中精力探索和考察旅游资源，县政协还

专门组织考察队，对全县旅游资源进行考察探索，发
现的八卦脑、上温寮温泉、龙潭等绝美的自然风光不
胜枚举。如何将这些丰富的旅游生态资源变成贫困
户增收致富的“钱”景呢？

“我们巧借旅游项目的开发利用，让绿水青山变
成金山银山。”石城县旅发委党委书记陈莉芳告诉记
者，近年来，石城县整合全县旅游资源，引进浙江麟
德、北京巅峰置业等知名公司编制规划，引进中国文
化集团、杭州赛石、广州潮流等大型企业建设景区，与

江西杰安德等企业合办旅游文化节、新景区开放等大
型活动，全力打造特色景区，擦亮旅游品牌。今年 1
至 7 月，该县接待游客 239.8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10.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1.2%和58%。

山村如何留远客？
近日，记者在琴江镇大畲村走访时看到，房前连

片水塘荷叶郁葱，屋后通天石笋气势恢宏，外来游客
接踵而至。村民们根据自己的专长，开起了农家乐餐
馆、客栈、土特产售卖店等，捧上了“旅游饭碗”。

“人口仅 256户的大畲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
户有105户、329人。目前建档立卡贫困户只剩44户、
162人。”县委办干部、大畲村精准扶贫工作队驻村第
一书记邓过房向记者介绍，近年来，石城按照“一乡一
景、一村一品”思路，把秀美乡村当作最基础的风景来
描绘，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打造出一批特色
生态村、特色文化村、特色产业村，以及多个乡村旅游
点，深受省内外游客青睐。

记者在风景如画的琴江镇长乐村看到，大数据农
旅一体化扶贫产业园内，5万平方米的温室大棚建设
基本完工，村干部介绍，该项目以“公司+基地+农户”
的生产组织形式，带动周边 150户贫困户通过“三金

模式”（即土地租金、分红股金、务工佣金）实现增收，
户均年增收万元以上。

瓶颈如何求突破？
“为破解旅游产业发展中项目单一的难题，石城

以提升游客的参与度为突破口。”据石城县旅游局工
作人员张丽玲介绍，石城县将文化、美食、景色很好地
融合，在乡村旅游点设立打肉丸、包饺子、采摘蔬菜莲
子、舞石城灯彩等体验活动，让旅游项目丰富多样。

贫困户的农副产品仅在景区和商店销售，销量是
有限的，如何破解销售困境？“目前，我们与阿里巴巴、
京东等一线品牌电商企业合作，建成物流集散中心、
O2O线上线下体验馆、3个运营中心及54个村级电商
服务站，其中 29个贫困村电商服务站已顺利投入运
营，帮带 500余贫困家庭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白莲、土
鸡蛋、花生等农特产品增收。”张丽玲高兴地说。

有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石城县农副产品销量和
价格一路飙升，稻花鲤鱼干从三年前的每公斤 25元
涨到现在每公斤90元，红菇从每公斤150元飙升到每
公斤 900元，土鸡、土鸭从过去的每公斤 10元涨到现
在的每公斤 30元……上万名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返
乡创业，共享全域旅游的“红利”。

“东风”吹开“富民花”
——三问石城县旅游扶贫富民之道

李方圆 本报记者 鄢朝晖

本报樟树讯 （记者毛江凡）选派机
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是一项惠
及基层和民生的重要措施，而驻村第一
书记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在基层切实发
挥作用、他们的履职情况怎么样，谁来
考核谁说了算？近日，一场特殊的考试
在樟树市永泰镇政府会议室举行，该镇
10名驻村第一书记站上讲台公开述职，
接受“三级联考”。这是樟树市创新做

法，对全市 249名驻村第一书记进行全
面考核的一个场景。

永泰镇党委书记张虹告诉记者，
对驻村第一书记进行精准考核，可以
有效避免一些干部“到村不到岗，到岗
不履职，下村看风景，入户看心情”的
情况，通过上下施压，三方督促，确保
第一书记认真履职，切实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樟树驻村第一书记接受特殊考试

本报新余讯（通讯员陶贵彬、王帆、
黎红兵）“我们终于喝上放心水啦。”日
前，新余市渝水区仙来办事处郭家管理
处村民郭锋锋拧开厨房的水龙头，望着
清澈的自来水流出，开心极了。

郭家管理处是新余市首个城乡供水
一体化建设试点村。为此，郭家管理处
精心组织、加快推进，项目投资300余万
元，自7月26日开始管网铺设，9月22日

进行入户表安装，目前已安装完成 257
户，最终实现全村用水人口全覆盖。10
月 1日起，村民陆续用上了与城市居民

“同网、同价、同质，直供到户”的自来水，
全村1059名群众告别了饮水难。

据悉，新余市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于今年 6月 28日正式动工，截至 9月 10
日，累计完成工程投资 3450 万元。目
前，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新余市首个城乡供水一体化试点村通水

本报赣州讯 （通讯员钟显军、赖桂
财）“桥通了，生活也更有盼头了。”近
日，看着新建好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赣
州市赣县区湖江镇古田村西坑组贫困
户万远皇感慨地说。为解决古田村部
分村民出行难问题，带动他们共同致
富，赣县区城建局资助 12万元，帮助他
们在村旁的小溪上架起了一座连通两
岸的钢筋混凝土汽车通行桥，方便村民
出行及向外销售农产品。

精准帮扶，如何“扶”出贫困群众的
好日子？赣县区城建局结合挂点帮扶
村的农田水圳、入户便道、住房安全、集

体经济、贫困户微心愿等实际情况，今
年已出资60多万元，为帮扶村进行了道
路硬化，同时新建了用于农业生产的人
行桥、拦水坝等。为了搞活村集体经
济，又向帮扶村提供 17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产业基地建设及荒田开发等。在
结对帮扶上，一方面全年为所有贫困户
实现 3个微心愿和申报产业奖补，其中
产业奖补户均达1200元。另一方面，动
员中铁建设集团等爱心企业向孤寡老
人、无劳力独居老人等深度贫困群众进
行爱心助贫物资捐赠，以凝聚更多社会
资源来关爱贫困人口。

赣县区“扶”出村民好日子

本报南昌讯 （记者殷勇）近日，由
南昌市统计部门发布的全市前三季度
经济发展“成绩单”，既以“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3518.87亿元，同比增长9.1%，增
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2和0.1个百分
点”的数字，体现出了南昌经济发展的

“稳”，又以一系列数据变化折射出了令
人振奋的“进与好”。

通过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经济结
构转型升级，南昌经济增长内在质量明
显提高，显现出稳中有进。在结构调整
上，前三季度全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
整为3.0∶52.0∶45.0，服务业对GDP的贡
献率达到 48.6%，拉动 GDP 增长 4.4 个
百分点；在工业升级上，先进制造业成
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商业模

式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
联网和人工智能等加速与产业融合，1
至 8月全市科技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的营业收
入分别增长19.6%、37.8%和29.1%。

与此同时，南昌市经济发展稳中向
好的势头也在不断彰显。发展的可持
续性增强，企业成本不断下降。1 至 8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
业务收入中，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 0.73
元。发展的底色更加亮丽。1 至 8 月，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能耗比1至7月
回落 4.31 个百分点。发展的成果与民
共享。前三季度，全市节能环保、科学
技 术 、农 林 水 事 务 支 出 分 别 增 长
446.8%、210.5%和53.5%。

南昌三季度GDP增速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