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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共青城板鸭通过国家质检总局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技术审查，当地板鸭名牌化的战
略发展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

共青城，这座以“板鸭起家、羽毛发家”的
城市，从农户养殖、板鸭制作，到羽毛加工，再
到羽绒服生产……一只鸭的背后，是一座城的
致富希望。

养鸭方法很独特
1月 23日，寒潮来袭前，共青城板鸭有限

公司的晒场上，竹竿上上万只板鸭散发出诱人
的“年味”。数日后，全国众多地方的超市中将
看到它们的身影。

“一只板鸭80元，每年我们可生产12万只，
销售非常好。”通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技术审查，
共青城板鸭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斌非常高兴。

记者了解到，共青城板鸭获市场青睐，主
要得益于独特的养殖方法和制作工艺。当地
选用杂交花鸭，鸭苗经30天的饲料喂养后，改
为放养，100天后才可宰杀。

“共青城自然条件好，湖滩、稻田、河流，都
是花鸭的放养地，充分的运动量和天然的食
料，让鸭子形成皮白、肉嫩、骨脆、味香的特
点。”程斌介绍。宰杀前一个月，鸭子将回到饲
养场，用柘林湖的水喂养育肥。“腌制时，只用
炒熟的盐加工，再风干，肥而不腻，咸淡适中，
并且不放添加剂。”

据统计，目前共青城有30多家板鸭厂，年
产 80-100 万只板鸭。通过“公司＋农户”模
式，鸭农们也得到了丰厚回报。

61 岁的崔焱滚是养鸭大户，养鸭已有十
余年。如今，他在村里盖了房，在共青城买了
房，还给在深圳的儿子买了房。他告诉记者，

一年养鸭 1万多只，1/3卖到市场上，2/3提供
给板鸭厂。“仅养鸭，每年就能赚 10万元。我
还搞了鱼塘，既给鸭子提供放养场所，又能养
鱼，每年又是20万元收入。”崔焱滚笑着说。

“与传统的农户帮公司打工的模式不同，
我们是买卖关系，效果更好。”程斌说，以前鸭
子养得好不好，农户都可领工资。现在只有好
鸭子才能以好价钱卖出去，提高了农户积极
性。“现在，农户放养鸭子，不仅能省饲料钱，增
加利润，还保证了鸭子的品质。”程斌说。

羽绒服制作很精细
如果说板鸭为鸭农提供了稳定销售渠道，

那当地的另一个拳头商品——羽绒服，则让共
青城的鸭产业更加繁荣。

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与忠业服饰有限公司
相距5公里，一家是共青城最大的羽毛加工厂，
一家是共青城内唯一拿到国际BSCI（倡议商界
遵守社会责任组织）认证的羽绒服生产商。

从鸭农处收来的鸭毛，先在兴龙实业的工
厂分类、水洗、消毒、脱脂和烘干，形成羽绒后，
进入忠业服饰等生产商。之后，根据客户订
单，漂亮的羽绒服便走出车间，走进商场。

1月23日下午，记者来到兴龙实业的生产
车间，从全国各地运来的鸭毛整齐地摆放着，
由工人依次放入一台巨大的羽毛分类机器，没
有多久，松软的鸭绒便分离出来，再经烘干，便
成了羽绒服的生产原料。“我们鸭绒年产量
130吨，品质好的鸭绒每吨可卖40万元。共青
城既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地，又是我们的产品销
售地。”兴龙实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此，忠业服饰董事长徐忠道认为，共青
城的羽绒产业基础深厚，有较成熟的产业链。

在本地采购鸭绒，运输时间短，成本低，质量也
有保障。“鸭绒从外地运过来，约需一周的检测
时间，若遇到问题再沟通，时间更长。本地鸭
绒不存在这个问题，遇到问题马上就能沟通解
决。”徐忠道说。

如今，忠业服饰的羽绒有四成来自当地，
羽绒服年产值3500万元，利润率达20%。一些

国内知名服装品牌，如CCDD、拉夏贝尔等，已
是忠业服饰的合作伙伴，其产品畅销国内外。

“共青城有 320多家羽绒服企业，3.3万名
产业工人。”徐忠道希望，当地进一步加强羽
绒服面辅料的产业延伸，打造羽绒服成品
交易中心，让共青城涌现更多的羽绒服自
主品牌。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宋思嘉）1月24日，南昌华兴针织实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晶心培”牌服装产品获江西名牌产品，这是南昌首个获此殊荣的本土纺织服装企业。青山湖区
长王强表示，这是几年来青山湖区针织服装注重自主品牌设计研发结出的果实，将对青山湖区针
织服装产业的转型升级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出口货值占全省比重近50% ，文化衫出口量占全国三分之一。针纺服装产业是青山湖区的支
柱型产业。但因大部分企业处于产业链最低端，面对人民币升值及成本增加压力，产业抗风险能力
显得不足，许多企业面临困境。2013年开始，青山湖区寻求纺织服装产业“突围”。

南昌华兴针织实业有限公司有10多年历史，起初也靠贴牌代加工形式经营。随着成本增加等原
因，企业开始研发推广自主品牌。公司副总经理曾晓东告诉记者，2015年开始，注重创建自主品牌，销
售额有了2%-5%的增长率，公司有更多资金投入品牌营销和策划。公司首席设计师江保华说：“以前等
客人订单，现在有自主品牌，一年设计多种款式，让客人‘看菜下单’。”

近年，青山湖区鼓励针织服装产业加大投入，培育发展骨干品牌，有省著名商标“心悦”等，并引进“大嘴
猴”“拓路者”等品牌。青山湖区工信委主任龚永华认为，该区大力鼓励企业研发设计品牌培育，引进知名品牌，
带动自主品牌上台阶，从而占领市场。

此外，青山湖区还依托大型电商产业园，推行“互联网+传统产业”模式，促进针织服装产业由“加工型”向
“加工型+品牌经营型”转变。

本报记者 刘 斐

1月 22日，在黎川县荷源乡稠源村，42
岁的谢安发正翻看这两年的种田记录。两
本日记满满地记载着流转的1000余亩有机
稻田从撒种到收获的每个环节，这被乡亲
们称为“种田日记”。

为 1000余亩稻田，谢安发倾尽了全部
心血。在日常耕作中，渐渐养成写种田日
记的习惯。“白天观测稻田里的水温、湿度、
土壤重金属含量等，晚上就记下一日劳作
情况，留作参考依据。”

22日，记者见到谢安发时，他正对比日
记中 2016年与 2017年的同期情况。他说，
2017年上半年，雨量比 2016年同期多 50毫
米，加上光照不足，因此要推迟2017年稻种
浸种。

据了解，谢安发所种的并非常规杂交
水稻，而是用最传统方式种植的黎川传统
品种“黎米”。

2014 年，怀揣种植“有机稻”梦想的谢
安发得知，黎川五圆科农公司试种有机水
稻黎川传统稻品种“黎米”，就多次实地考
察，学习技术，准备种植。恰逢该公司需寻
找适合种植有机水稻的农田。经介绍，谢
安发与该公司董事长龚国胜一拍即合，由
谢安发用传统方式种植“黎米”，该公司提
供稻种、有机肥料，负责申请有机认证，并
回收全部稻谷。

2016年，双方合作经营的稻田获“有机
产品认证证书”。2017年，“黎米”被认定为
绿色食品 A 级产品，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
志。更让谢安发高兴的是，农业部向“黎
米”颁发了“农产品地理标志”，这在黎川县
还是头一回。

谢安发说，除草灭虫的活儿交给 5000
多只鸭子和数十盏杀虫灯，并利用动物粪
便和食用菌废料做有机肥。田里还装上智
能监控仪连接省农业厅智慧农业云平台，
可随时用手机查看稻田情况。此外，每块
农田都有编号，每袋稻谷都能找到源头，消
费者可通过溯源系统查看相关信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17 年，‘黎米’获中国绿博会金奖，

在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广东）展销会同
样拿下金奖，加上绿色食品和有机认证两
块金字招牌，我种的有机‘黎米’已走进大
城市。”谢安发介绍，经过五圆科农公司努
力，“黎米”进入上海、深圳市场，每公斤售
价超过32元，利润比常规水稻高许多。

谢安发说，将继续写好种田日记，科学
种植，通过与往年的对比，探索出“黎米”有
机稻更好的种植时机、方法、程序，并降低
生产成本。

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
实习生刘畅）1月24日，记者从南
昌市卫计委获悉，《南昌市关于开展
社会办中医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于日前印发。南昌
市提出，明年，该市将以县（区）为单位，
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为主体，集约打造
富有中医药特色的“中医药特色一条街”，
并争取2020年初步形成规模。

争取纳入医保

根据《方案》，今年，南昌拟全面实施中医
诊所备案管理制度，并向社会公开公布举办中
医医疗机构审批程序、审批主体和审批时限，为
申办医疗机构相关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

南昌市允许离退休名老中医在公立医院注册
执业的同时，开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诊
所；允许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中医药一技之长
人员，在乡镇和村开办只提供经核准的传统中医诊疗
服务的传统中医诊所；允许取得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
格的盲人申请开办盲人医疗按摩所。

此外，南昌将全面实施医师多点执业，允许中医养生
保健机构聘用有资质的中医师提供咨询和调理服务。

今年，南昌计划以创全国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为抓
手，支持湾里区全区域打造有中医药特色的“南昌药谷”。同
时，南昌将争取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纳入医保
定点范围，执行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政策。

安排资金扶持

在放宽准入条件方面，《方案》提出，需要调整和新
增中医医疗资源时，在符合相关准入标准、具备相应
资质的条件下，优先考虑社会资本进入。按总量控
制、结构调整、规模适度的原则，合理控制公立医
疗机构数量和规模，拓展社会办中医发展空间。
优先选择并支持有办医经验、社会信誉好的社会
资本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为
中西医结合医院。

值得一提的是，南昌市明确，各级政府要安
排资金扶持社会办中医医疗机构发展，加大政府
购买医疗服务力度，扩大政府购买医疗服务范
围，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公平机制，鼓励社会办中医
医疗机构参与公平竞争。

根据南昌市有关规定，主城区范围内，对为满足
基本医疗服务需求，符合卫生发展规划的，三年内立项

新建的自建用房（含自购产权）、床位数达到200张以上
的非营利性中医医院，和100张以上的非营利性中医专科

医院，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并投入使用后，年床位使用率大于70%的，经考核验收后，按

其投资额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上限为3000万元；主城区范围内，
对租赁房屋新建的非营利性社会资本举办中医医疗机构租赁期五年以上且达到前款规
模和条件的，按每张床1万元给予奖励补助，其中50%的奖励在5年后兑现。

万年县梓埠镇的黄巢山矗立在乐安
河边，最近迎来了久违的鹭鸟栖息繁衍。

消失了 6年，“吉祥鸟”大量回归，当
地村民又惊又喜。

乐安河流经婺源、德兴、乐平、万年
等县，经饶河入鄱阳湖，河水一度遭污
染。附近渔民说，“之前，有不少鱼儿莫
名死去，吃了死鱼的鹭鸟，也因中毒飞不
起来。”黄巢山曾是鹭鸟天堂，栖息着万
余只鹭鸟。2011年，数家化工企业沿河
而建。2012年开始，鹭鸟逐年减少，直至
绝迹，树枝上只留下一个个空空的鸟巢。

去年2月和4月，乐安河乐平市野鸡
山村国控跨界断面，被环保部抽查为劣
五类水质。经调查，水质恶化是因乐平
市塔山工业园区排放废水超标和乐平市
城镇污水处理外排污水超标。省环保厅
督促乐平确保塔山工业园废水达标排
放，并加强城镇污水处理厂整治。

乐平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在整治
中，该市推出包括工业园区雨水管网改
造、老旧管网封堵、园区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等 16项工程。从连续监测数据看，
该园区内部水体中 COD、总磷、氨氮含

量呈明显下降趋势。
乐平市还下大力气整治农业面源污

染，农业、环保、水务等部门联合开展集
中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取缔畜禽
养殖污染企业193家，完成整改22家，正
在整改 49家，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 35
户养殖场户已完成整改。

环保志愿者徐双泉告诉记者，去年
11月开始，乐安河再现碧波荡漾，两岸绿
树婆娑。让渔民兴奋的是，去年下半年，
消失近20年的淡水颌针鱼竟形成了小规
模鱼汛，捕捞收入比之前大幅增多。

“河边的居民是见证者，也是受益
者。”徐双泉说，现在的乐安河边很热
闹，饭后，居民在河边散步聊天，享受
环境治理带来的红利。

从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发布的
2017年 10-12月全省设区市跨界
断面水质评价表看，去年 10月，
乐安河野鸡山村断面水质评价
结果二类（优）、11月一类（优）、
12月二类（优）。特别是11月
水质，在全省17个测试点中
排第一。

30多家厂年产80-100万只板鸭
320多家羽绒服企业3.3万人就业

好“大”一只鸭 带起一座城
本报记者 陈 璋文/图

黎川新型职业农民种出有机稻

写种田日记
精心抚育传统“黎米”

乐安河跨界断面水质持续改善

消失6年的鹭鸟回来筑巢

南昌首个纺织服装江西名牌诞生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陈思琪

南昌启动南昌启动
社会办中医社会办中医试点试点
打造中医药特色一条街打造中医药特色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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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人正在晾晒板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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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河水质好转乐安河水质好转，，鱼多了鱼多了，，钓鱼的人也多了钓鱼的人也多了（（上小图上小图）。）。
通讯员通讯员 朱东海朱东海摄摄

11月月1616日日，，宜黄县棠阴镇一名工人在收晾晒好的红薯粉宜黄县棠阴镇一名工人在收晾晒好的红薯粉
丝丝。。当地发展特色种植加工产业当地发展特色种植加工产业，，年均生产年均生产55万公斤红薯粉丝万公斤红薯粉丝。。

本报记者 徐徐 铮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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