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9日上午，樟树市药都大桥通车。该桥总投资9.43亿元，路线全长4188米，桥梁长度2529米，其中主跨400米，是目前
赣江单跨跨度最大的桥梁。药都大桥建成通车，将进一步畅通当地城市交通，方便群众出行，提升城市形象。

通讯员 张 电摄

一跨400米 新桥跃赣江
单跨跨度最大——樟树药都大桥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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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的南昌，喝啤酒、吃龙虾是当地人饮
食消暑的一种方式。今年受气候、水位等影
响，鄱阳湖的野生小龙虾产量锐减，而稻田虾
再次及时“救场”，保障了市场供应。

有意思的是，3 年前，我省小龙虾还是以
鄱阳湖野生和湖区养殖为主，塘养和稻田共作
为辅。随着各级渔业部门积极转变养殖方式，
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昔日一家独大的鄱阳
湖小龙虾被稻田养殖虾成功逆转。

养鱼户改养小龙虾
在南昌船山路的美食街，翠苑路的夜宵

店，小龙虾成了夏季主打菜，食客们排队等待
店主叫号，就是为了品尝鄱阳湖小龙虾。与此
同时，在鄱阳、余干、都昌、进贤、新建等地，商
贩一大早守在湖边或小龙虾养殖基地，等待装
运新鲜的小龙虾。

7月4日，在永修县一个小龙虾产地，养殖
户老叶天没亮就到田里收虾。“一天几个电话，
都是要龙虾的，以南昌的餐馆居多。”老叶说，
由于今年鄱阳湖野生小龙虾的产量锐减，稻田
虾成了大排档的宠儿。今年小龙虾的零售价
每公斤40至50元，供不应求，价格持续走高。

在都昌县和合乡，养殖户老李正向水面抛

洒水草饲料。“鄱阳湖野生小龙虾少了，价格涨
得高，我把草鱼水面腾出来养殖龙虾，龙虾面
积增加到 3 亩。”老李说，今年这种行情，养殖
龙虾显然要比养殖四大家鱼的利润高得多。

省渔业局研究员胡火庚说，市场上的小龙
虾主要分为天然和养殖。天然的是指鄱阳湖
野生小龙虾或者利用湖区饲养的小龙虾，养殖
的有塘养和稻虾共作的两种。

一直以来，鄱阳湖是我国小龙虾的高产
地。鄱阳湖以其良好的水质、丰美的水草出产
肚白、壳红、原生态的鄱阳湖小龙虾，赢得“一
湖清水出好虾”的美名。随着名气日渐提升，
越来越多江苏、浙江、湖北、上海等地的客商前
来采购、贩运鄱阳湖小龙虾，余干县成为鄱阳
湖小龙虾最大的集散中心。

稻田共作发展迅速
然而，2011年以来，鄱阳湖小龙虾产量似

乎走入一个怪圈。
来自渔业部门的数据显示，2011年春夏连

旱，鄱阳湖小龙虾总产量大幅下滑，只有 2 万
吨。2012 年，鄱阳湖小龙虾丰收，总产量近 4
万吨，而 2013 年只有区区几千吨。2014 年和
2015 年的产量也只有 2012 年的三成，预计

2016年、2017年产量均与2012年相当。
不稳定的捕捞量让小龙虾市场价格很是

动荡。近年来，我省各级渔业主管部门按照
“调结构，转方式，提质增效”总要求，变资源优
势为产业优势，在保护种质资源和生态安全的
基础上，积极转变养殖方式，大力发展小龙虾
增养殖并进行产业化开发。

省渔业局提供的《江西省小龙虾产业发展
报告（2018）》中显示：2017年，全省小龙虾产量
为12.21万吨，产量比2013年增长12%，产值达
49.83 亿元，其中稻田虾和塘养虾养殖产量达
7.44万吨。预计到2020年，全省小龙虾产量可
达21万吨，产值可达80亿元。

胡火庚介绍，从 2015年开始，江西小龙虾
鲜活产品在餐饮业的带动下，省外市场和省内
消费量不断增加，市场价格逐年上涨，养殖面
积大幅增长。养殖面积由2013年的23万亩增
加到59万亩，比2013年翻了一番多。2017年，
其中大水面人工增养殖 26 万余亩、池塘生态
高产高效养殖3万亩、高标准稻田综合种养30
万余亩。

培育6个省级著名商标
自 2013 年小龙虾产业调整转型以来，我

省小龙虾总产量、养殖产量和养殖面积始终持
续增长。2017 年，全省小龙虾总产量由 2013
年的 10.9 万吨增加到 12.21 万吨，增长 12%。
目前我省小龙虾产地交易市场 50 多个，既有
捕捞产品的交易市场，也有养殖基地的产地交
易市场。

省渔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
底，我省从事小龙虾养殖、加工、流通与出口贸
易的市级以上龙头企业达60多家。其中国家
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19 家，产值超
亿元的企业有2家。

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南昌市有一定规模
的小龙虾餐饮店达 280 多家，比 2016 年增加
了 130 多家。鄱阳湖生态龙虾、南昌老伙计
龙虾等逐渐成为消费者喜爱的品牌。每年夏
天，全省以特色小龙虾为主导的餐馆、大排
档、小店则近 3000 家，仅餐饮业省内年消费
小龙虾大约在 3万吨。

胡火庚说，至 2017 年底，全省小龙虾产
品获省级著名商标有 6 个，包括鄱湖牌小龙
虾、柘林湖牌小龙虾等，这些省级著名小龙
虾商标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均有一定影
响。目前，鄱阳湖都昌小龙虾已申报地理证
明商标。

鄱阳湖野生虾难以满足需求 稻田虾成产业主力军

江西小龙虾“养”出一番新滋味
全省养殖面积逾59万余亩 培育6个省级著名商标

今年1月，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海
关货运进境查验场，迎来了整个口岸的首批通
关设备。设备使用的最新系统以辐射成像为
核心，不开箱就可看到集装箱内装载的货物，
实现了货运集装箱的快速检查。这项最新技
术，便是中广核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东华
理工大学共同研究开发的成果。

借助今年 6 月在南昌举行的 2018 国际产
学研用合作会议东风，我省的产学研融合正在
加速迈开新步伐。

市场转型寻找校企合作
中广核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贝

谷公司）坐落于南昌市高新区，前身为民营企
业——江西贝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核辐射检测仪器、核辐射安全防护工程、家用
环保仪器研发、制造、销售等。

是什么样的法宝，让一家企业能有如此市

场创新能力？
走进公司，一楼的两块“金字招牌”——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揭开了企业背后的科研实力。

“公司在 2005 年之前一直从事拓展 IT 集
成与服务业务，但在市场竞争中，江西的 IT实
力与沿海省份有较大差距，致使公司一直无法
取得新的突破。”贝谷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万敏介绍，为了实现战略转型，公司把目光瞄
准了省内高校，力求寻找还未市场化的优势研
发成果。

经过市场分析，贝谷公司很快找到了一支
国家级科研团队——东华理工大学“核能安全
与辐射探测技术与仪器”科技创新团队，并由
此开始了校企合作的发展新模式。

军工科研惠及民用领域
资料显示，该团队将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查

技术发展到环境辐射测量领域，研制并产业化
了以通道式放射性监测为代表的系列化专用
型核辐射探测仪器设备 20 余种，解决了环境
辐射监测、反核恐与预防核污染的实时在线监
测、辐射成像、核素识别等应用难题。

团队带头人是汤彬教授，东华理工大学副
校长。他回忆，2005年，贝谷公司找到他，希望

能参与学校的研究项目，并进行产业化合作。
一份当年的双方合作协议书显示：甲方贝

谷公司积极探索“产业化”发展思路，将乙方的
高新技术研究成果实施产业化；乙方作为甲方
的技术依托，为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技术
开发及服务……

2007年，汤彬选了5名团队科研人员进驻
贝谷公司，着手核辐射仪器的产业化开发。“对
企业来说，这是个从 0 到 1 的过程。企业开始
在这个领域不断发展和培养专业人才，直到现
在，有许多东华理工大学的毕业生，已经成长
为企业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

汤彬认为，作为高校，每年都有许多基础
性研究成果，但其中大部分都停留在纸面上。
企业的参与，可以弥补高校在科研经费和市场
能力上的欠缺，促进研发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推动社会发展。

“高校主要是帮国家做项目，有着前沿
的学术理念，更加注重社会效益。但企业更
了解市场，如果把两种研究方向结合起来，
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科研成果的储备，都
会起到更好的效果。”汤彬说，随着市场化的
推进，核辐射研究成果逐渐应用于医院、安
检等民用方面，这就是产学研合作的典型
体现。

产学研融合掀起新浪潮
2017年，公司自主研发产品收入突破2个

亿，占公司总收入的50%以上。
“我们的合作模式就是以课题为抓手，以

市场为导向。同时，积极建设国家级的创新平
台，占领行业制高点，成为行业标准的参与者
和制造者。”万敏说。

2017年，由贝谷公司、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和东华理工大学联合申报的《基于电子加速器
的新型多能射线成像检查装备与产业化》项
目，申请获得我省重大科技专项。目前，新的
设备还未上市就已获得订单，总共十几台，每
台价格超过500万元。

如今，像东华理工大学一样，全省多家科
研机构正在大力推进产业化和市场化。在南
昌国家大学科技城，专门为高校提供定制化
的科研办公楼正式启用。其中，华东交通大
学依托其在智能装备领域的科研开发能力，
与南昌高新区共建智能装备公共服务平台，
开发的一款新型智能装备，一举填补国内
空白。

此外，南昌大学、江西理工大学等10余所
高校或科研机构也将入驻该科技城，掀起了政
企民学合力创新的新浪潮。

产学研融合让科研成果快速“变现”

——新动能是这样培育的

本报记者 陈 璋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洪紫凝

●台风“玛莉亚”今晚入赣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实习生洪紫凝）7

月10日，洪城天气晴朗、酷暑难耐，朵朵白云
衬托蓝天。其实，这是台风来袭前的宁静。
11 日早晨到上午，今年第 8 号台风“玛莉亚”
将在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再次登陆，并
长驱直入来我省“逗留”10多个小时。

专家称，台风“玛莉亚”将于热带风暴的
强度，从抚州一带进入我省，然后从新余、宜
春一带移出我省。对南昌主要以风的影响为
主。11日白天，南昌偏北风力将逐渐加大到
4～5 级，平原河谷和高山景区阵风可达 7 级
或以上。期间南昌将有中等强度以上的降
水、局地分散性大到暴雨天气。

“玛莉亚”为何移动速度这么快？专家
解释，是由于在它西进的过程中，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也处于西伸加强的过程中。专
家形象地比喻：副高与台风的关系就好像
抽陀螺，副高就是鞭子，鞭子力量越大，陀
螺转的就越快，所以导致“玛莉亚”移动速
度特别快。

专家提醒，无论台风中心是否穿过南昌
市，南昌靠近抚州的南部地区，要注意防范强
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果台风路径位置偏
北、台风中心穿过南昌，该市将出现大到暴
雨、局地分散性大暴雨天气，应注意防范强降
水诱发的城乡内涝和山洪地质灾害。

●我省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游静）7月10日12时，鉴于

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
案》规定，我省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7月 5日至 7日，我省发生今年以来最强
降雨过程，全省共8条河14站次超警戒，昌江
一级支流建溪水发生有记录以来第 2 大洪
水。第8号台风“玛莉亚”雨区与5～7日强降
雨过程高度重叠，且当前底水高，土壤趋于饱
和，强降雨可能引发赣江上中游支流、抚河上
游支流发生超警戒洪水。

省防总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江西省
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和规定，积极做
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我省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 通讯员李绍荣）7

月 10 日，省国土资源厅召开紧急视频会议，
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并部署全省地
质灾害防御工作，要求全省各级国土部门及
时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各级责任人立即
上岗到位，坚决打好强风暴雨期间地灾防治
攻坚战。

据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发布的预警信
息：预计 7 月 11 日 08 时至 7 月 12 日 20 时：抚
州市西南部、吉安市东南部及赣州市东北部
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
流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上饶市南部、
鹰潭市南部、抚州市中部和东部及南部、萍
乡市北部及中南部、吉安市南部及西部、赣
州市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小型崩
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
警）；与上述地区相邻的地质灾害中、低易发
区，以及九江市庐山、宜春市北部、赣东北地
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
定风险（蓝色预警）。

省国土资源厅要求，各地要按照地质灾
害应急预案，立即进入临战状态，防灾工作
期间擅离岗位及瞒报、迟报、谎报信息等违
纪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要落实
专人对预警区内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
24 小时巡查与监测，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
示，及时组织受地质灾害隐患严重威胁的群
众撤离至安全区域。省国土资源厅将派出
工作组赴抚州、吉安等地，督促、指导做好台
风过境期间地质灾害应对工作，督促各地全
面查清灾损情况，并做好避灾搬迁、灾毁工
程设施修复、灾毁耕地变更、复垦等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尽最大努力减少地质灾害造成
的人员伤亡和财产。

●南铁增加停运旅客列车数量
本报讯（记者游静）7月10日，记者从南

昌铁路局获悉，受台风“玛莉亚”影响，为确
保旅客列车运行的绝对安全，铁路部门停运
7月10日至13日部分旅客列车。

在停售11日部分动车车票的基础上，南
铁扩大停运旅客列车范围。已购买停运列
车车票的旅客，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
（含当日），持车票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
续；在12306网站购买车票的旅客，如尚未换
取纸质车票，可在网站直接办理退票，均不
收取手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