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发展历程

◎ 1999年，南昌昌北机场建成通航，全年旅客吞吐量 68万

人次；

◎ 2003年，南昌昌北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100万人次；

◎ 2004年，南昌昌北机场正式晋升为国际机场；

◎ 2008年，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正式动工；

◎ 2011年，南昌昌北国际机场T2航站楼正式运行，可满足

年旅客吞吐量1200万人次，跑道延长至3400米，飞行区等级指标

由4D升级为4E；

◎ 2017年 12月 6日，南昌昌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1000万人次，正式跨入国内大型繁忙机场行列。

感谢社会各界对江西民航发展的关心与支持！ 感谢公司全体员工为机场发展付出的辛劳和汗水！

2017，我们风雨同舟，圆梦“千万”！ 今后，愿我们继续携手同行，共创未来！

南昌昌北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国际机场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万人次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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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余干讯 （记者余红举）12
月 4 日，余干县古埠镇枫塘村举行
了“光伏扶贫项目收益分红仪式”，
枫塘村 59户贫困户，每户拿到了第
一期的 500 元分红款。据了解，该
项目还有古埠镇其他 22 个行政村
964户贫困户享受到了分红。

余干县古埠镇利用沿河滩涂多
的特点，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大力发
展光伏扶贫电站，让阳光创造出新
财富。枫塘村有一处 200 亩滩涂，
常年荒废没有利用。由于周边没有
阻挡物，阳光充足。今年 3月，晶科
能源与古埠镇达成招商引资协议，
建设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于 7 月
17日并网发电。项目负责人表示，

“我们利用沿河滩涂及旱地铺设太
阳能电池板，最大限度节约了用
地。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水泥桩
上，以后下面还将种植作物和饲养
家禽，搞认养牧场、观光农业。”

“虽然是枫塘村的集体土地，但
是没有独占资源分红。”枫塘村党支
部书记程其华表示，该项目除了缴
纳租金，给枫塘村集体之外，总共覆
盖古埠镇 23 个行政村的贫困村
1023 户，每年分红 3000 元。经过 4
个多月的运行，初见效益，发放了第
一期分红。目前，该光伏扶贫电站
总装机容量 1 万千瓦，预计年收益
1000万元，基本实现古埠镇“村村贫
困户、人人享分红”。

荒废滩地建起光伏电站

初冬时节，乐平市镇桥镇浒淹村，
一簇簇、一垄垄的金丝皇菊仍在怒放，
像金色地毯舒展在田野。现在已是皇
菊采摘的尾声，花农程德和站在花丛中
唉声叹气、心焦如火，辛辛苦苦种植了
大半年的金丝皇菊，如今面临着收购价
大跌的局面。

记者了解到，与程德和一样，我省
及安徽等地的花农都遭遇花贱伤农的
问题，种植户、收购商、加工企业都表示
没钱赚。

价格一度暴涨
今年 3月，湖南来的客商贺春生在

乐平市镇桥镇和众埠镇一口气包下100
多亩地，委托当地农民种植金丝皇菊。
这是他经营中药材生意多年以来，首次
瞄准金丝皇菊这个行当。同样，对于乐
平当地的农民来说，也是首次尝试种植。

“去年各地的金丝皇菊丰产丰收，
农户、加工企业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贺
春生说，金丝皇菊硕大艳丽、花香悠长，
受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的喜爱，
近年来市场价格一度暴涨。有了稳健
的市场底气，他与乐平数十个农户签下
了收购合同，约定以每公斤 10 元的保
底价格收购金丝皇菊鲜花。

程德和今年 60岁，种了 40多年庄
稼，头脑比较活络。有了这么好的种植
项目，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家 3亩水田改
种了金丝皇菊。“一亩金丝皇菊的种植
成本大约3000元，其中种苗2250元、地
膜肥料及除虫 750 元左右。按照正常
年景，一亩金丝皇菊可产鲜花 1200 公
斤，除了成本，纯利润可达 8000 元以

上。”程德和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今年遭遇“寒冬”
进入 10 月，田野里一片金黄。花

农们满怀欢喜。11 月，贺春生带着货
车，终于出现在浒淹村的皇菊种植基
地。花农们兴高采烈在田间地头忙碌
着，按照收购商要求采摘成熟的鲜花。

“头三天，贺老板确实是按照合同
约定的价格收购，可后来就变卦了。”程
德和说，贺春生以鲜花质量和水分以及
规格不符等原因，只给出 4元一公斤收
购价。落差太大了，突如其来的降价令
花农们措手不及。

对此，贺春生的解释是，皇菊进入
采摘期时，恰巧当地阴雨连绵，皇菊鲜
花水分多，而且因为天气原因，质量也
大打折扣。贺春生坦言，最主要的是，
加工企业一再压价，如果仍旧按照原先

的协议价格收，基本等于白忙活。
贺春生介绍，他收购的皇菊主要用

于中药材和茶制品，半成品提供给相关
厂家。以干花为例，去年质量好的干花
收购价为 1000 多元一公斤，差的也有
200多元。今年遭遇“大跳水”，质量好
的干花只有300元，差的只能出到40多
元。鲜花收购同样遭遇寒冬，一公斤只
能出到 2至 4元。而去年，鲜花一公斤
出到10元至12元，可谓天壤之别。

如今收购商实行新的收购价，每公
斤鲜花 2 元至 4 元。由于鲜花不能保
存，迫于无奈，部分花农只有同意，收益
跟种水稻差不多，当然这还不包括人力
成本。目前，仅仅在浒淹村，还有一半
的皇菊鲜花没有采摘。花农没有尝到
甜头，不少花农表示明年复耕种稻。

我省金丝皇菊种植以修水县最有
名，不仅拥有最大的皇菊种植基地，还

有多家加工销售企业。受市场疲软，修
水县的皇菊也遭遇了市场寒冬。

应该防范风险
常年收购皇菊的胡先生告诉记者，

金丝皇菊近年来持续的高价位，刺激南
到福建、北到河北种植面积呈爆发式增
长。他认为，江西的土壤、气候适合种
植金丝皇菊，口感、花片厚度比外地好，
但全国一哄而上种植导致产量暴涨，而
收购量没有随之增长，市场打不开，自
然滞销价跌。

“从全国来看，金丝皇菊今年普遍
遇冷，主要原因是供过于求，导致丰产
不丰收。”修水县一加工企业负责人称，
种养产业价格涨跌现象一直存在，如果
头年价格好就会一哄而上。作为企业，
他只能尽力帮花农烘干鲜菊，延长皇菊
的储存期，静待市场行情回暖。

“我们主要在市场上扩大宣传力
度。”省农业厅经济作物局茶叶科王晨
介绍，11月30日，第十一届佛山市农业
良种良法展示推广月活动正式启动，由
省农业厅组织了包括修水金丝皇菊等
农产品参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省的
知名度。此外，即将在上海召开的全国
优质农产品博览会，金丝皇菊等我省知
名农产品也将会进入展厅。

王晨说，参与现代农业经营的企业
和规模户要时刻关心市场变化，根据前
景做投资，做好风险防范。目前，我省
皇菊产区正着手加大去库存，通过开拓
食品和药品两个市场、发展电子商务、
开发菊花深加工系列产品，避免“花贱
伤农”现象恶性循环。此外，皇菊种植
区结合乡村旅游，推出观赏、体验、摄影
等赏菊品菊等主题旅游产品。

曾经身价陡增“遍地花开”如今风向突变遭遇寒流

金丝皇菊“花贱伤农”好花如何常开？
本报记者 徐黎明文/图

乐平金丝皇菊种植基地。

本报九江讯 (记者何深宝) 12
月 2 日，九江市奖励 50 名文明驾驶
人，旨在全市营造平安、畅通、文明、
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九江市规定，凡是持九江市驾
驶证及赣 G 车牌的驾驶员，自 2016
年 10月 17日零时至 2017年 10月 16
日 24时，在全国范围内都没有交通
违法的，就有机会获得 1000至 3000

元奖励，共奖励 50 人；其他取得活
动抽奖资格者均获纪念奖，每人获
纪念品一份，奖励总金额为 10 万
元。

此次活动共有4354名驾驶员报
名参与，其中有502名驾驶员在活动
期内无交通违法行为。相关部门采
取随机抽奖的方式，评出了 50名文
明驾驶人。

九江奖励50名文明驾驶人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通讯
员夏建芬）进贤县积极建立非公有
制经济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
先后对全县 307名非公经济代表人
士信息采集入库。

在对非公经济人士作政治安排
时，进贤县充分发挥信息库及评价
系统的作用，坚持“评价为先、凡进
必评”，一个入口，一套标准，对个人
素质高要求；同时，坚持“评价不合

格，坚决不作政治安排”，严格把握
评价关口，若出现安全生产事故、偷
漏税、制假售假等，都将在综合评价
中被一票否决。企业家李某某是该
县有一定代表性的某公司负责人、
知名人士，本拟推荐为县人大代表
候选人，因为评价中发现李某某有
诚信问题，被法院列入了失信名单，
综合评价被评为不合格，于是取消
了其人大代表候选人资格。

进贤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信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