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晒出你的影像·说说你与改革的故事”影像
征集活动今天正式开栏。

活动要求：通过一组新老图片（视频）对比，反
映一个人、一户家庭、一家企业（或一个单位）、一
个村庄（社区）、一个城市地标改革开放40年来的
巨大变化。以小见大，折射改革开放的成果。图
片、视频拍摄时间为1978年至今（尤其需要各地
提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老照片）。

此次活动由江西日报社摄影部、都市新刊采编
中心、新媒体部、中国江西网及江西手机报等单位联
合推出。

图片请投江西日报社摄影部邮箱：jxrbsyb@vip.sina.com
视频请投邮箱：5438785@qq.com

晒出你的影像·说说你与改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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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余年前的一个构想，让南昌城市建设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江两岸，位于赣江西岸的
红谷滩成为一颗最璀璨的明珠。2002年5月15日，红谷滩新区成立，如今的这片繁华之地上当时还
是一片滩涂。抽沙造地，卧龙腾空跃；荒滩筑城，高楼拔地起。从当年规划建设4.28平方公里的行
政中心，到如今175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常住人口达到60万人，红谷滩新区经历了破茧化蝶、展翅
腾飞的嬗变，一座新城拔地而起。

◀ 2002年拍摄的红谷滩新区抽沙造地。
▲ 今年7月9日拍摄的红谷滩新区高楼林立。本报记者 周 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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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南昌市高新区立区之
本，创新平台的搭建则是高新企业
整合资源、形成品牌、增强活力的重
要载体。近年来，南昌高新区高标
准建设了以南昌国家大学科技城为
核心区的“一核多区”创新创业格
局，让创新的种子生根发芽，创业的
梦想走向现实。

26岁的蒋洪川入驻南昌国家大
学科技城已有9个月了。这期间，他
的梦之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迅
速，自主研发设计的无人机销售收
入近百万元，并走出国门，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的建设。

生活配套解决后顾之忧
5月29日，记者走进梦之翼公司

看到，两间办公室内摆放着多台无
人机，其中一台最新研发的，刚刚申
报了南昌市重点新产品项目。

对于一家刚刚起步的创新企业
来说，降低成本是公司生存发展的

关键因素。目前，公司有7人常驻南
昌，其中包括蒋洪川等4人都来自外
地。由于科技城完善的配套，让这
些外地来昌创新创业的人，极大地
省去了后顾之忧。

“我们这4个人去年就住在科技
城提供的创客公寓，与公司一街之
隔，每个人每月只要100元。公寓下
面有食堂，三菜一汤，每顿消费也只
要 10 元。”蒋洪川还告诉记者，在办
公场地方面，科技城提供的两间办
公室面积达170多平方米，租金完全
免费，且装修完毕，只要拎包入驻。

“同样的办公室，在外面的租金每个
月不会低于5000元。”

据了解，在以南昌国家大学科
技城为核心的双创街区，已经建成
了多个创客餐厅、新零售店铺，同时
配有 280 套创客公寓，以及运动场、
健身房等项目，城市生活配套功能
逐步健全，形成了工作生活一体化
的配置。

有了良好的环境，蒋洪川与小
伙伴们专心投入研发。记者看到，

与大家平常接触的民用无人机不
同，梦之翼做的是工业级无人机，主
要用于农业植保和地理测绘。飞机
采用自主研发的结构化设计和组
装，可以进行拆卸，极大地方便了远
距离运输。

好飞机很快赢得了客户。在一
次展览中，蒋洪川把无人机卖到了泰
国，并在4个府落地，为当地农场提供
植保服务。“我们的无人机喷头是离
心式，喷洒更细密，覆盖面也更广。”

如今，梦之翼已经对外销售和

租赁无人机30多台。“单品销售金额
3 万多元，租赁的话，就是按照对方
植保业务的 30%收取费用。公司总
收入已近百万元。”蒋洪川介绍。

对接市场增强造血功能
创新不能闭门造车，保持对业

内前沿信息的敏感，才能让企业永
葆生机活力。为此，南昌国家大学
科技城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在给政
策、给资金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双创
业务辅导，让企业时刻保持竞争力。

蒋洪川认为，在南昌国家大学
科技城搞研发，最大的体会是创新
氛围浓厚，并且可以无缝对接政府
部门。“从创立公司时的工商绿色通
道，到政府各种政策红利的解读，都
不用我们去跑。每周的沙龙活动，
还让各个创新企业聚在一起，分享
资源，开拓眼界。”

依托高新区小微企业服务平
台，南昌国家大学科技城引进了多
家基金、律师事务所等服务机构，并
按照企业科研创新需要，为企业提
供管理、市场和人才等方面的专业
培训。同时，积极“搭桥牵线”，帮助
企业对接市场，增强造血功能。

今年2月，蒋洪川接到南昌国家
大学科技城管委会的电话。“有一家地
理测绘企业，他们正在寻找无人机项
目合作，你们有没有兴趣接触一下？”

听到这消息，蒋洪川马上询问
了相关情况，并拿到了对方的联系
方式。双方见面后，蒋洪川欣喜地
发现，自己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满足
对方户外作业的需求。

目前，像蒋洪川这样的创新企业
在南昌大学科技城梦想街区越来越
多。据统计，该区域已有创新创业载
体 18个，入驻企业 800余家，仅去年
就新增小微企业218家，涵盖了互联
网＋、智能硬件、生物医药等众多新
型产业，成为全市双创先导示范区。

国家大学科技城助力 90后小伙“起飞”

本报记者 陈 璋

蒋洪川正在组装无人机蒋洪川正在组装无人机。。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文标朱文标摄摄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 实习生胡
勇涛）7月11日，省旅游规划研究院发
布《2018年上半年江西旅游大数据报
告》。报告显示，江西旅游经济总量增
长平稳，游客群体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来江西深度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大数据显示，江西旅游产业保持
健康快速发展，1-5月，全省累计接待
旅游总人数 2.7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
2800.7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9.51%
和27.91%。具体来说，重点客源市场
实现新突破，江苏、上海、广东等国内
重点客源市场的游客稳步增长；全省
加强境外市场的推广工作，境外旅游
市场实现新拓展，1-5月，昌北机场运
输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 31.7 万人
次；旅游项目建设迈向新台阶，据初
步统计，全省大中型建设项目中，与
旅游相关的旅游投资项目有 157 个，
总投资金额达到1752亿元。

与此同时，全省旅游市场正在发
生一些可喜的变化。如游客呈现年
轻化趋势，从全省接待游客的年龄
结构来看，16-25 岁的游客最多，占
全部游客 26.9%，其次是 26-35 岁的
游客，占全部游客 22%，35 岁以下游

客占全部游客 50.6%。这一现象扭
转了长期以来全省以中老年游客为
主的局面，表明我省旅游产品对年
轻人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同时，
在全省接待的游客中，一日游占比
达到 71.3%，二日游占比为 17.2%，多
日游占比为 11.6%。虽然一日游仍
是主流，但相较于去年同期，一日游
游客的比重下降了 3.5%，多日游游
客的比重增长了 3.4%，表明到江西
深度游的游客越来越多。

不过，报告也提出，江西旅游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如
资源型、观光型占我省旅游产品的比
重依旧偏高，在全省接待的游客中，
59%的省外游客和 45%的省内游客选
择自然风景类景区，说明自然风景类
景区依旧是江西旅游发展主要支撑，
旅游产品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另外，
全省旅游淡旺季差异难题有待进一
步破解，通过分析最高气温与游客数
量的关系，发现最高气温在30℃以下
时，游客的出行与温度关系不大，但
当最高气温超过30℃时，温度就会影
响游客的出行决策，温度达到 35℃
时，游客则会相对较少。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何建
江、李劼）盛夏时分的抚州骄阳
似火，而汤显祖纪念馆、文昌里
历史文化街区、王安石纪念馆等
研学实践基地内却人头攒动。
最近，当地迎来多批研学旅行团
队，“研学旅行”在这块才乡热土
上开展得如火如荼。

抚州素有“才子之乡、教育
之邦”的美誉，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众多人文、自然、教育、
红色等资源优势，为研学旅行提

供了研学教育实践的丰富载
体。据悉，抚州市以品读临川文
化、热爱家乡抚州为主题，开发
了“临川文化行、人文自然行、历
史名村行、才乡名校行、改革变
迁行、科学探究行”等6个专题项
目、104个模块、38套适合不同年
龄学段、不同地方开展的抚州中
小学生研学课程。

近年来 ，抚州市建成了临
川教育集团学校、崇仁源野青少
年综合实践基地、市规划展览

馆、市博物馆等首批具有示范带
动作用的实践基地（营地），为争
创“才子之乡”国字号研学品牌
打下了坚实基础。

“预计今年接待研学旅行学
生总人数可望突破 15 万。”抚州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饶宁表示，
该市探索出了一整套管理机制
和工作规程、评审标准等，研学
产品的系统化、标准化、立体化、
创新化和研学营地建设等都走
在全省前列。

本报南昌讯（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王海婷）谁是游客心目中
的品牌旅游景区，半年后会见分
晓。7 月 11 日，“2018 中国品牌
旅游景区”华东地区评选活动在
南昌滕王阁正式启动。

“2018 中国品牌旅游景区”
评选出最受游客喜爱的优质品
牌景区，截至目前，已有江西、安
徽、福建、江苏、贵州、陕西、宁夏
等省的200多家景区已经报名参
加评选。评审依据由口碑数据、

人民舆情数据、专家意见和大众
评审投票及问卷调查数据组
成。从服务质量、景点景色、文
化特色、门票物价、卫生环境、景
区管理、客流情况、旅游交通、公
共设施9大维度进行评选。

《2018年上半年江西旅游大数据报告》发布

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深度游江西
抚州亮出“研学旅行”新名片

华东品牌旅游景区评选启动

南昌合作开发绳金塔民俗风情街
本报南昌讯 （记者余红举 实习生江

慧、王海婷）缺少民俗风情街的南昌，要弥补
这块短板了。7月11日，记者了解到，南昌旅
游集团公司已与台湾金泉集团举行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合作开发绳金塔民俗
风情街（绳金塔商业特色街区二期）。

绳金塔民俗风情街由南昌市旅游集团
2015年7月开始启动，项目北起站前西路，南
至洪城路，象山路南通后，连接前进路、十字
街，由南至北贯穿景区。项目规划总建筑面
积约 24 万平方米，其中地上约 14.4 万平方
米，地下约 9.6万平方米，本项目总投资估算
约17.27亿元（不含土地费用），其中建安费用
约14.25亿元。

与绳金商业特色塔街区一期相比，绳金
塔民俗风情街业态规划将体现多元化布局，
其中金塔东街被打造为“南昌民俗民艺第一
街”的旅游文化步行街；南门广场通过加大
广场空间，连通绳金塔街与金塔西街的活水
景观，打造整个街区核心广场；前进路继续
实行机动车单行交通，对道路进行拓宽，采
用金塔西街交叉口道路下穿设计，打造高品
质生活休闲特色街。

67岁老人为居民免费理发17年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在南昌市青山

湖区站东街道商苑社区，邹勤敏可是有名的
好人，她为社区居民义务理发已经17年了。

今年 67 岁的邹勤敏是省内一家制药厂
的退休工人，因为照顾病重的母亲自学了理
发技能。随后，她又开始为整个社区居民免
费理发，这一坚持就是17年。

记者见到邹勤敏时，看到的是她精神矍
铄的面容。她告诉记者，虽搬至象湖居住，
但每周都会乘坐公交车来商苑社区为居民
免费理发。聊天中，几个孩子蜂拥而至。原
来，他们都是刚刚放假，听到邹勤敏回来，挨
个儿等着理发。

邹勤敏说，退休后她萌发了帮居民们理
发的想法。带着一个理发箱，邹勤敏在17年
里走遍了社区的每家每户。她表示，只要自
己干得动，免费理发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发现，与其他美发师的工具箱不同
的是，邹勤敏的理发箱非常“简陋”：一个废
弃的红酒包装盒里面放着两把自费购买的
电动推子、梳子，镜子则是一块电动车的后
视镜，围脖是用一块废旧的雨伞面料制成
的。虽然工具简单，但非常实用。

邹勤敏不仅会理发，还有一手好裁缝的
手艺。在她家里，有一台老式的脚踏缝纫
机，但凡谁家有需要缝缝补补的物件，邹勤
敏也总是乐意帮忙。在社区里，邹勤敏除了
助人为乐，还是社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作
为社区一员，能为大家做力所能及的事是件
很快乐的事情。”邹勤敏笑呵呵地说。

本报安福讯 （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刘丽
强）大型根雕《八仙过海》近日在安福县雕刻
完成，该根雕高 3.4米，宽 6.4米，由一座完整
的樟树兜雕刻而成。7月7日，记者在安福县
甘洛乡三舍村一睹其风采。

《八仙过海》根雕安置在三舍村个体私
营业主王国芳新建的“藏宝院”中。王国芳
介绍，这座樟树兜的前世是一株千年古樟，
被雷火烧死后，只剩下树兜，而且树兜空虚
如洞。经林业部门批准，他雇人采挖、拖运，
前后花了 20余万元才弄回家，后经 3位福建
福州的雕刻师轮流雕刻4个月才完成。

记者看到，整个根雕作品浑然天成，上
面的人物栩栩如生。据了解，这座根雕采用
了镂雕、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传统技法。

大型根雕《八仙过海》亮相安福

根雕上的人物栩栩如生。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话剧《阳明三夜》可免费观看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 实习生李奇）7月

11 日记者了解到，自 7 月 10 日开始，国家艺
术基金 2018 年度资助项目——由江西省话
剧团打造的话剧《阳明三夜》将在该团经典
剧场进行连续10天公演。

王阳明的一生波澜起伏：自幼身体不
好，早年科第不顺，仕途坎坷，人丁不旺，建
功立业有人诬陷，著书立说有人打压，五十
七岁病死在回乡路上。新婚之夜，他彻夜未
归，和一个老道彻夜长谈；军帐之夜，他辩驳
交锋，破得心中“贼”；临终之夜，拷问自我，
终成圣贤。

据悉，此次公演开展惠民送票，从7月10
日起每天下午14:30-19:00，市民可凭身份证
到演出场所领取2张门票。

——新动能是这样培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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