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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凝聚力量

■ 本版责任编辑 罗云羽 傅晓波

伟大的事业需要承前启后地推进，
伟大的目标需要接续奋斗才能实现。党
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战略安排，科学擘画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省委十四届五次全
会精准对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奋斗目标
和战略安排，进一步完善省第十四次党
代会确定的蓝图目标，提出“确保到2020
年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
基础上，努力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
江西”。全省上下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
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撸起袖子加油
干，不断把江西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纳入“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经
过五年的拼搏，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了最关键一程，江西正处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期，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着力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才能
确保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
此，我们要紧紧扭住发展第一要务不放
松，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要聚焦贫困这
个“最大短板”，集中力量坚决打赢农村
脱贫攻坚战，扎实做好城市贫困人口帮
扶工作，确保小康路上不让一个贫困群
众掉队；要统筹推进全省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
大胜利。

新时代提出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
作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
的奋斗目标，是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
的“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的升级版，
是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江西落地生根
的集中体现，必须全面深刻理解和把
握。我们要正确认识到，富裕就是千方
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实现富民强省；美丽
就是奋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实
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跑；幸福就是
矢志不渝为民造福，把江西建设成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和谐的幸福家园；现
代化就是大幅提升我省物质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水平，推动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新时
代，我们要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向着新目标开拓前
进，努力把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
西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深刻把握新时代新目标
——三论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五次全会精神

● 本报评论员 ●

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
城内，投资 15 亿元的国内
500强企业中国恒天凯马汽
车整车项目冲焊、涂装、总
装等车间厂房主体已完成；
金凤梅园花香四溢，1月6日
正式对外开放……走进赣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让人感
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年，赣州经开区紧紧
围绕赣州市委、市政府“打
好攻坚战、同步奔小康”的
目标任务，摆开阵地、打响
战役、合力攻坚，掀起打好
六大攻坚战新高潮。

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2017年11月29日，总投

资 80 亿元的国机智骏汽车
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项目主
体厂房正式封顶。该项目自
2017年3月27日签约落户、5
月 17日开工建设，仅用时半
年就实现了11.8万平方米的
厂房封顶，并进场安装设备，
这为2018年8月实现首车下
线打下了坚实基础。

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有项目才有发展。为提高项
目承载能力，赣州经开区全力
推进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
电子信息产业园、赣州综合保
税区、西城区等“一城一园两
区”四大平台建设，重点围绕
市委、市政府“两城两谷一

带”产业布局，加快推进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建设。
赣州经开区紧紧扭住招商引资“一号工程”，牢固

树立引项目、建项目、成项目的项目意识，瞄准整车企
业精准招商。通过专门成立各产业招商小分队，“北上
南下”开展系列招商活动。以建设新能源汽车科技城
为例，已引进世界 500强企业国机新能源汽车、山东凯
马新能源汽车、昶洧新能源汽车、宝悦新能源特种车、
中电新能源物流专用车等 5个新能源汽车整车和关键
零部件项目并加快建设。

2017年，赣州经开区共安排六大攻坚战项目296个，
总投资 1015.5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13.26亿元，已完成
投资261.33亿元，完成率122%。其中，列入市级调度项
目53个，总投资483.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98.16亿元。

刮起实干担当的“旋风”
日前，赣州综合物流园（公路港）项目工地，一期工

程传化南北公路港正加速建设，现已完成主体建筑的
80%。该项目位于厦蓉高速北侧，昌赣高铁南侧，西接
赣州综保区，于 2017年 9月开建。为加快推进项目建
设，赣州经开区把帮扶干部“办公桌”搬到了工地，驻点
解决项目在供水、供电、道路、消防、规划等方面遇到的
问题。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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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比什凯克讯（记者钟海华）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比什凯克的苏维埃大街附近，分布着30多家眼镜店。整个
比什凯克，大大小小的眼镜店不下百家。如今的比什凯
克，眼镜销售业相当火热。这离不开鹰潭眼镜商在当地的
带动作用。日前，记者在吉尔吉斯斯坦采访时获悉，在该
国的第一大城市、首都比什凯克和第二大城市奥什，都有
鹰潭人开的眼镜店。他们把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
配镜技术带到了该国。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吉尔吉斯斯
坦的眼镜店如雨后春笋般开了起来。

毛军清是吉尔吉斯斯坦晶清眼镜有限公司总经理，他
在比什凯克经营着该国规模最大的两家眼镜店。毛军清
上世纪末就来到了比什凯克，当时的比什凯克鲜有眼镜
店，他成了当地眼镜销售业的“拓荒者”。随着经营规模的
不断扩大，他开始招聘当地人作为员工。这些员工在晶清

眼镜有限公司不仅学到了配镜技术，同时也学到了眼镜销
售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了解了进货渠道。一些员工开
始尝试自己开起了眼镜店。在奥什，同样是由鹰潭人开启
了眼镜销售业的春天，直到现在，鹰潭眼镜商的经营规模
仍然在奥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据了解，吉尔吉斯斯坦 93%的国土处于海拔 1000 米
以上，强烈的紫外线和冬季的大雪让眼镜成了当地的俏
销商品。如今，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斯坦人开起了眼镜
店，这不仅大大增加了当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有效提升
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在比什凯克，有三四个眼镜批
发市场，其中大多数的眼镜都是从我国的新疆进货。而
在新疆，则有着数量更为庞大的鹰潭眼镜商，正是他们将
国内的眼镜一箱一箱地发往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一带一
路”沿线的国家。

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鹰潭的眼镜商甚至足
不出户就可以将全国各地的外销型眼镜聚集到鹰潭，然
后销往世界各地。目前，鹰潭眼镜商打造的“共享眼镜”
平台，实现了全国外销型眼镜的资源共享，解决了国外眼
镜销售商和国内眼镜生产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依托这一平台，鹰潭眼镜商将眼镜卖到了全球 4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相关报道详见B4版）

开拓市场 传授经验

鹰潭眼镜商带旺
吉尔吉斯斯坦眼镜销售业

每天晨会结束，汪永不忘拿上鱼食，
来到工厂的 3 号、4 号澄清池出口处，给
池里畅游的80多条红鲤鱼投食。这些工
业废水总排口的鱼儿，已经养了两年多，
个头都长到了20多公分。

汪永是江铜集团贵冶硫酸车间的员
工，用工业废水养鱼的设想就是他提出
的。大胆设想的背后，是对废水处理技
术的自信。

一池流经世界最大炼铜工厂的工业
用水，以清澈纯净的资质还给自然，贵冶
的一池清水，是江铜集团环保工程的样
板，官方的名字叫做“串山垄应急处理
站”。汪永告诉记者：“让鱼儿来检验我
们废水处理的成果，显示我们环保车间
践行江铜‘环保优先’理念的决心。”

提起有色行业，人们很容易和“高能
耗、高污染、脏乱差”联系起来。现在的
江铜，情况已经不同，将有色变绿色，正
引领江铜集团的转型发展。

江铜对废水、废气、废渣、余热等在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不轻易

言弃，而是成立
循 环 经 济 合 资
公司，进行再利
用，建成废渣选
铜、废水提铜、
烟气制酸、湿法
堆浸等项目，获

得了铜、硫酸、焦锑酸钠、电等十余种资
源，实现了节能、减排、增效的“三赢”。
通过强化末端治理、过程控制和发展循
环经济，探索构建了覆盖矿产开发全流
程的环保体系。

不仅水清了、天蓝了，如今江铜的矿
山，形成了一个绿色的生态系统，变化令
人眼前一亮。

初冬时节，站在一片绿色的植被中，
占幼鸿如数家珍：“这是马尾松，这是马
棘草，这是高羊茅、百喜草、紫花苜蓿，还
有乌桕……”看上去像是植物学家的他，
真正的身份是德兴铜矿环保部部长。而
这片生机盎然的植被之下，全是废石。

采用国内生态恢复最新技术进行生
态修复，江铜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以德兴铜矿为例，通过重建人工或
半人工的生态系统，这里的植物加速演
替生长，进而改良和利用植被之下的土
地。矿山 80%以上可复垦废弃地都实行
了生态恢复，被评为全国首个“国家级绿
色矿山”。“这是我们的责任，更是造福子

子孙孙的生态行动。”占幼鸿吐露的心
声，也是江铜广大员工多年凝聚的共识。

矿山生态修复的“攻坚战”，是一场自
上世纪 80年代开启的“战役”，江铜先后
投入资金数亿元。目前，采用生态复垦新
技术，江铜已实现了在酸性废石、尾砂上
直接种植植物，改变了传统生态恢复方式
易造成二次生态破坏的弊端。江铜在生
态复垦上的理念和做法，也被吸纳进国家
级绿色矿山评价体系并向全国推广。

持续的绿色发展，蕴含着将产业推向
中高端的强大动力，也推动着江铜集团以
越来越强劲的实力挺进世界五百强。大
螺旋角内螺纹管、挠性铜箔、EV新能源线
缆……越来越多契合了市场对节能、低
碳、环保潮流的“江铜造”，被用于高端绿
色家电和新能源汽车领域，走进千家万
户。党的十八大以来，江铜累计实现销售
收入 9872 亿元，累计生产阴极铜 617.45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8.3%。

如今，从绿色产品的研发、绿色技术
的创新，到绿色产业的培育，江铜打造出
较为完整的绿色创新孵化产业链。江铜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龙子平告诉记者：

“绿色发展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
江铜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企业经营的
过程，持续培育绿色发展优势，助力江西
在中部地区绿色崛起，为建设富裕美丽
幸福现代化江西作出应有贡献。”

工业废水里，鱼儿欢快游
——江铜迈出绿色发展铿锵步伐

本报记者 游 静

1月4日，吉水县志愿者为该县白水小学的学生穿上漂亮的冬衣。连日来，该县志愿者将募集
到的60个温暖大礼包送到全县贫困儿童手中，寒冬中给孩子们带去温暖。 通讯员 廖 敏摄冬天不再冷

初冬时节，记者走进
瑞昌市探寻脱贫攻坚足
迹，在城镇乡村、阡陌田
野，随处可见迷人的景致、
美丽的乡村和奋进的场
面，感受到干群凝心聚力、
合力攻坚的豪迈气魄。

瑞昌市共有建档立卡
贫困户 3379户 9807人、贫
困村 19个。近年来，该市
始终把脱贫攻坚摆在重中
之重的战略位置，下足“绣
花功”、打好“组合拳”、啃
下“硬骨头”，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取得新成效。累计
投入扶贫攻坚资金 8460
万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423个，新建或拓展壮大种
养基地 124 个。目前，已
累计脱贫 1881户 5842人，
贫困村退出13个。

一盘庞大的民生棋局
为解决“扶持谁、谁来

扶、怎么扶”问题，瑞昌市高
位推动，压实责任，因地制
宜，精准发力，充分调动各
方力量形成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
安居扶贫、基础设施扶贫等
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每遇天气晴朗，瑞昌
市高丰镇长垅村孙师义总
爱爬上屋顶，看看自家心爱

的“摇钱树”。该村26户贫困家庭与老孙家一样，全部
免费安装了分布式户用屋顶光伏电站, 每户每年可增
加3000元收益。该市大力推进光伏扶贫工程，19个贫
困村全面建成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都已并网发电。

产业带动，脱贫更快。瑞昌市因地制宜，因人施
策，重点打造横港镇风景村黑芝麻、横立山乡红旗村
吴茱萸、洪一乡长坑村油茶等 5 个千亩扶贫产业基
地，6个乡村旅游扶贫点，完成 49个光伏扶贫村级电
站建设，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目前，该市正积极申
报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面打造 23
个农村淘宝和 11个“村邮乐购”电商平台，稳步推进
武蛟乡观光油菜、洪一乡革命旧址、南阳乡江家岭等
乡村旅游点建设。

一支能征善战的扶贫队伍
瑞昌市实施“党建+精准扶贫”，坚持问题导向，

注重因户施策，抽调 109个单位 1600余名机关干部，
与全市3379户贫困家庭结对子，找穷根，精准“滴灌”
帮扶，逐户逐项破解脱贫难题。同时，不断推进就业
扶贫，在洪下、横港和范镇等乡镇创建6个扶贫车间，
整合保洁员、护林员和农家书屋管理员等公益性岗
位，帮助400余名贫困人员实现就业。 （下转A2版）

守护“绿水青山”严防“山穷水尽”
——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两周年综述

新华社南昌 1 月 6 日电 （记者李
美娟）记者日前从江西省发改委获悉，
估算总投资 485.7 亿元的昌景黄铁路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日前获国家发
改委正式批复。项目的建设对深入实
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完善区域路
网布局，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项目位于赣皖两省，线

路起自江西省南昌市南昌东站，经上
饶市、景德镇市、安徽省黄山市，终至
黄山北站，正线全长约 286公里，设站
9 座，预留乐平设站条件。同步新建
南昌枢纽联络线约 29.1 公里以及南
昌枢纽、景德镇地区、黄山地区相关
配套工程等。项目主要技术标准为
高速铁路、双线、设计速度目标值 350
公里／小时。

截至 2017年底，江西全省铁路运
营里程达 4322 公里，其中高铁 913 公
里，居全国第 12 位。据悉，昌景黄铁
路项目最快将于今年开建。项目的
实施将进一步提升赣东北地区对外
通达能力，拉近景德镇与周边重要节
点城市距离，成为江西畅通中部地
区、融入长江经济带的一条快速铁路
通道。

昌景黄高铁获批
江西再添融入长江经济带快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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