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所 属区 域 景区 名称 景区 等级 景区 门票 价格 减 免优 惠后 价格 

1 

仙女湖区 

仙女湖景区 国家 4A级景区 120元/人 免费 

2 
新余凯光新天地 

旅游度假区 
省 5A乡村旅游景区 80元/人 30元/人 

3 昌坊旅游度假村 国家 4A级景区 免费 免费 

4 分宜县 中国洞都旅游区 国家 4A级景区 150元/人 75元/人 

5 

渝水区 

下保村 省 4A级乡村旅游景区 免费 免费 

6 罗坊会议纪念馆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免费 免费 

7 

新干县 

新干县海木源景区 省 3A乡村旅游景区 
漂流门票 

198元/人 

漂流门票 

100元/人 

8 新干彩虹谷 国家 3A级景区 35元/人 免费 

9 樟树市 中国古海旅游区 国家 4A级景区 179元/人 110元/人 

10 峡江县 玉笥山景区 国家 3A级景区 10元/人 免费 

11 

上高县 

江西五谷村丛林酒博园 
国家 4A级景区、 

江西省工业旅游区（点） 
60元/人 30元/人 

12 上高白云峰大峡谷漂流 国家 3A级景区 
周末 198元/人 

非周末 168元/人 

周末 178元/人 

非周末 148元/人 

13 上高神山湖景区 省 3A级乡村旅游点 70元/人 5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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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 8000 多平方公里的新宜吉六
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试验区大地上，
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试验区口岸查
验区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未来六县
企业将能共享保税仓和转关业务。铁
海联运“五定班列”即将开通，进出口
货物港口至试验区区域 24 小时双向
到达，物流成本将大幅下降。大型综
合性展会合作正在加快推进，新干箱
包节、樟树药交会等展会上，将会出现
其他各县企业的身影。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对于三市六
县而言，从眼光囿于一局一域到打破
行政区划壁垒，让资源要素自由流通，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需要现实层面的“互联”，更需要思
想层面的“互通”。决策者们的勇气、
担当与“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胆识与胸
襟，是合作转型升级过程中最重要的
保证。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赣西
中部大地上，一场新的改革号角已经
吹响。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
试验区的成果，在不久的将来，理当更
为出彩，更加可观。

从2017年12月29日省发改委批复，到2018
年5月28日召开第一届合作大会。短短数月时
间，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试验区（下文
简称“试验区”）用 15 份合作协议、35 个合作项
目，对基础设施、产业、贸易、金融、民生等涉及
271万人民切身利益的多个领域的合作前景，作
出了响亮的回答。

12个快速推进的小而实项目，9个强力推进
的大中型项目，14个统筹推进的中长期项目，35
个合作项目彰显了试验区“关注民生、解决问
题、立足项目”的勇气和决心。

6 月上旬，记者走进试验区三市六县，看新
变化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新生机。

融：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拉近
的是距离，连起的是人心

6 月 8 日，记者驱车前往新干采访，经沪昆
高速东行，再转赣粤高速南下，从南安收费站驶
出高速路。

收费站出口右侧山坡上矗立的“赣粤高速
新干出口拓宽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大幅标语，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地是渝水区的地，站名取
的是南安乡的名，为什么却注明是“新干出口”？

带着疑问，记者敲开了江西昌泰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南安收费所的门。

所长林春胜向记者解释说，收费站地处渝
水与新干交界处，虽属于南安乡地界，但新干
进出赣粤高速的车辆，习惯从这里经过。作为
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试验区的小而
实项目，这样取名也许更能让新干人民有回家
的感觉。

“逢年过节，这里就堵得厉害。”林春胜告诉
记者，随着新干经济的快速发展，两进两出的收
费站结构已无法满足通行需求，运载新干箱包、
灯饰的货车常常在此排起长龙。近年来，收费
站车流量最大的一天，收费额达34万余元，这意
味着高峰时段车流不间断，一条收费车道每分
钟至少通过6辆车。

为了缓解南安收费站出口的通行压力，新
干县曾多次就收费站扩建至“两进四出”等事宜
与新余市、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相关单位进行
沟通。5 月 28 日，由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昌泰

公司投资 1200 多万元的赣粤高速新干出口（南
安收费站）拓宽改造项目正式开工。

“要让新干同胞更快地回家！”抱着这个信
念，4月 28日，新余市渝水区南安乡政府就着手
准备项目用地保障及征地拆迁等事项。他们
迅速与国土、林业等部门联系开展工作，半个
月时间，开挖土方 4 万多方，平整土地 5000 多
平方米，使得收费站出高速一侧的面积比原来
增加了一倍。

离开收费站不远，记者在一处公交站牌旁
停车。这里是新开通的渝水至新干公交线路上
的一站。

车上乘客李宏告诉记者，之前，他去新余坐

高铁需要到新干县城南汽车站坐班车抵达新余
市区，再打车前往高铁站，耗时 2个多小时。现
在，他只需要花上 8元钱，便可在 1小时 40分内
直达新余高铁站。6月 1日，渝水至新干公交化
客运班线、新余高铁站至上高快速大巴班线两
条线路同步开通，为三地百姓的出行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

不仅仅是交通出行的改善。今后，试验区
还将在食品安全、医疗服务、城乡一体化供水等
多个领域给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各地交
界附近的乡镇，有望实现120院前急救及医学检
验检查资源等医疗服务共享。”新干县卫计委干
部曾云生告诉记者，下一步，新干还将大力推动
县公立医疗机构融入试验区药品及耗材采购联
盟，最大限度降低药品及耗材采购价格，返利于
民，进一步推动解决群众看病贵问题。

正如新余市市长犹 在首届合作会议上所
言，六县的居民“要多走动，感情才更浓烈，生
活才更红火。”一座扩建的收费站、两条跨区域
运行的线路、多个以百姓为中心的项目，拉近
了六座城市间的距离，连起了试验区广大群众
的人心。

融：从各自为政到优势共享，让
出的是眼前利，收获的是长久计

位于分宜县北面的洞村乡，曾是一个以农
业为主的偏僻乡镇。乡党委书记黄文平告诉记
者，由于与上高县的南港镇接壤，两地百姓在以
往常有林地纠纷，甚至闹过械斗。

2015 年，洞村乡得天独厚的溶洞资源被中
国易达控股有限公司看中，打造开发成为“中国
洞都”旅游景区。这些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
展，当地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抛弃一己之私，走
向合作道路，才能共同搞好旅游开发。

于是，他们与拥有白云峰漂流景区的南港
镇联系，协商旅游景区门票互相减免、修缮景
区间公路、联合开通一日游线路等合作方案。
然而苦于许多事项超出乡镇能力范围，合作的
想法一次次被搁置下来。山水相依、人缘相
亲、道路相通的试验区各县，像洞村乡这类有
旅游合作需求，却又苦于合作“无门”的地方还
有许多。

5月 28日，《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
试验区旅游联盟合作协议》，将上述情形变成
了历史。根据协议出台的旅游景区门票减免
优惠实施办法规定，从今年 6 月 1 日起，包括仙
女湖景区、分宜洞都、樟树古海、上高白云峰漂
流、新干海木源等重点景区在内的 13 个景区，
向持试验区六县有效身份证件的居民实行门
票减免优惠。

新余市旅发委副主任艾敏介绍，下一步，
他们将牵头六县，共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重
点推出乡村旅游路线、特色文化旅游路线、生
态健康旅游路线等一日或二日各类型旅游线
路，共同制订年度对外营销活动计划，抱团参

加在省内外客源市场举办的宣传推介活动，实
现优势互补、资源互享、文化互动、客源互换的
合作目标。

让出眼前小利，收获长远大计，抱团发展，
前景更广阔，已成为试验区内的共识。

6 月 14 日，上高江西金农米业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新华接到电话，一家新余的农产
品加工企业咨询与设在该公司内的江西省稻米
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合作，共享仪
器设备资源等事项。金农米业作为农业产业化
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在稻米精深加工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技术优势。现在，他们向试验区内的
广大企业开放实验室，帮助其他企业解决技术
难题。

在试验区《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合作协
议》框架下，包括新余钢铁产业窗口服务平台、
新余高新区锂电检测中心和位于新干的江西省
箱包皮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16个产业集群公
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区域内资源共享。三市六
县建立起平台工作机制，一方面给予本地平台
运营资金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给予区域内企业
优惠政策，全力推进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新余市工信委总工程师陶从知告诉记者，16
个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涵盖钢铁、锂电、LED
新材料、农产品等多个领域，三市六县将充分发
挥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打破信息壁垒，
实现资源共享，进一步密切六县企业联系，筑牢
产业合作基础，实现互通共享，合作共赢。

融：从错位空置到资源互补，节
省的是成本，点亮的是生机

6月 13日，樟树港河东港区江面上，风劲浪
急，袁河与赣江在此奔腾交汇。由此走水路向
西，可通往新余、宜春、萍乡，向南可直达吉安、
赣州，这个坐落在樟树市西面的樟树港，成为了
承接赣中和赣西的水运枢纽。

拥有8个泊位的樟树港河东港区，全年货物
吞吐量达到 600万吨，是继南昌港、九江港之后
我省的第三大港口。而与其一江之隔的河西，
此刻尚是一片沃野。

“3 年后，河西港区将建设成为一座拥有
1.52公里岸线、16个泊位，年吞吐量达1400万吨
的港口，同时配套 720亩商务、居住区域。”迎着
港区内的猎猎风声，华东诚通物流公司副总经
理许光华向记者介绍。

距离樟树港几十公里的新余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是这个总投资约 50亿元的港口项目参与
者之一。新钢公司物流中心副总经理敖鹏告诉
记者，2017 年，新钢物流成本接近 40 亿元，有
800 多万吨货物通过铁水、汽水联运的方式运
输，走水路必须通过距离较远的南昌港或九江
港转运，每吨物流成本要比沿海地区企业高出
近200元。他们曾试图寻找较近的港口，却发现
离新钢较近的樟树港、峡江港的基础设施达不
到新钢物流运输要求，“吃不下”这块大蛋糕。
同时，因为辖区货运量少，上述港口又常年处于

“吃不饱”的窘境。
硬件设施的掣肘，不仅造成了码头运力的

浪费，更增加了企业的物流成本。这家位于
交通线路密集区域内的国企，多年来不得不
面对各地交通物流资源互为空置的尴尬，望

“港”兴叹。
试验区的成立，让新钢公司看到了转机。

在新余、樟树两地政府的支持协调下，今年5月，
新钢联合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与
樟树市政府签订协议，共同投资建设樟树港河
西港区码头项目。

“调整物流布局，降低物流成本，是新钢公
司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樟树港河西港区的建
设，为实现这一战略提供了强大支持。樟树港
有铁路专线直达新余，樟树市的金属家具产业
也与新钢联系紧密，2017年，新钢发往樟树的各
类钢产品达 7.5 万余吨。”新钢公司总经理助理
肖忠东表示。目前，参与樟树港河西港区建设
的四个合作方共同成立了项目推进工作组，项
目预计今年底开工，建成后，可使新钢公司每年
的物流成本节省上亿元。

对樟树港河西港区码头建设充满期待的还
有一家国内锂行业龙头企业——江西赣锋锂业
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新余高新区的赣锋锂业建
有全球最大的矿石提锂产业化基地，每年进口
矿石60余万吨，同时大量产品销往海外，但受限
于新余的地理位置，只能通过南昌港与九江港
转运，物流成本高达5000万元。

“如果从距离新余更近的樟树港转运，那企
业物流成本预计会减少 1000万至 2000万元，这
是试验区成立为企业发展带来的机会。”该公司
副总裁刘明告诉记者，“如果该项目的相关配套
建设需要企业投资，我们也愿意积极参与，这不
仅是从企业发展角度考量，作为试验区内锂行
业领军企业，我们还应该主动作为，为试验区建
设贡献一份力量。”

赣粤高速新干出口（南安收费站）拓宽改造项目施工现场。 本报记者 曹耘摄

王莹

长株潭城市群
发展一体化启示
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是湖南省为了

进一步整合促进长株潭（长沙、株洲和
湘潭）城市群的经济与城市发展所提
出的宏观规划。2005年10月，湖南省
正式公布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这
是中国内陆第一个城市群区域规划。
2007 年，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以此为契机,湖南在
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大胆创新，确立
了“省统筹、市为主、市场化”原则，三
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治理、产
业布局等进入一体化发展快车道。

发展初期，行政分隔所造成的地
域壁垒，困扰着三市。为此，湖南省设
置了高规格的统筹协调机构——长株
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工委、管委会，负
责长株潭城市群规划编制、制定大政
方针、标准和评价体系，组织重大区域
性协调。截至目前，湖南已建立起由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18 个专项规
划、100多个示范片区规划和长株潭三
市规划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
建设规划体系，起到了强有力的“龙
头”引领作用。

近年来，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渐入佳境，融城和协同效应明显，经
济总量、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均位居
湖南省前列，实现了“1+1+1>3”的效
果，成为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火
车头”。

他山之石

新干县海木源景区漂流深受游客欢迎。
通讯员 李福孙摄

位于上高县的江西新威动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一派繁忙。 通讯员 邹向荣摄

新宜吉六县跨行政区转型合作试验区旅游景区门票减免优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