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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再美，基础设施再好，最
终都需要可靠的产业来支撑，才
能实现永续发展。偏远山乡营盘
圩的资源禀赋其实十分有限，依
靠矿产小水电开发的路子已经让
本就从中受益不多的乡民致富路
子越走越窄。

穷则思变，变则通。独特的
高山气候、浓郁的候鸟文化、地道
的客家美食，所有这些仿佛给久
居于水泥森林之中的都市人提供
了一个世外桃源。“吃黄桃、观茶

山、游鸟道，没有空调的夏天却照
样凉爽宜人”，今年 7 月份，一群
来自福建的客人对营盘圩的避暑
旅游环境赞不绝口，西芎苗、红薇
菜等特色农家菜肴更让他们胃口
大开。

修建候鸟文化博物馆、艺术墙
绘点缀美丽乡村、开展美丽庭院
创建，眼下来营盘圩可以看的景
色越来越多，乡村“颜值”越来越
高，“全国环境优美乡、全省魅力
乡镇十强、江西首届十大避暑旅

游目的地”，系列荣誉也接踵而
至。在该乡桐古村曾军老板家的
民宿里，打造精品民宿的美丽愿
景正在酝酿着，似乎在准备一坛
淳厚的客家米酒，让远方的客人
来到这里便流连忘返、沉醉不知
归路……

（周卫华 袁卫平 彭永锋）

绿色 生态 可持续
—— 一个湘赣边陲小乡的幸福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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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盘圩的最大优势，就是山清水秀！”该乡党委书记
周卫华在向远方客人推介营盘圩时，总喜欢把这句话骄
傲地挂在嘴边，当地历届党政班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

“污水进去，清水出来”，在大夏村头，新建成的多

级物理沉淀池正在对废水进行沉淀净化，这是乡内企
业磊鑫矿业刚引进的“净水神器”。关停禁养区范围内
养殖场、整治废水废气排放企业、试点水环境生态综合
治理……针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地较真碰
硬，换来的是一张张群众点赞的绿色答卷：森林覆盖率
达 86.02%，7-8 月 AQI（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 90%以
上，过境右溪河近两年历次断面水质监测均达到地表水
Ⅱ类标准。

与此同时，针对个人的“生态文明意识养成计划”也
在迅速展开。“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每年 9 月份开
学季，在该乡中心学校，以爱鸟护鸟为主题的生态保护

“开学第一课”已经成为一项坚持多年的“绿色传统”，并
开始逐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参与其中。签约医
生上门讲课、发放户用垃圾桶、庭院清洁积分换肥皂、公
路河道保洁员全覆盖……随处可见的环保行动正激荡着
山乡群众的文明脉搏。

“交通全靠走，通讯全靠吼”，
曾经的调侃诉说着偏远山乡的无
奈。据当地的老人们说，以前公路
不通、物资短缺的时候，乡民会把山
货挑到近 50公里外的大汾圩镇交
易换取日用品，那时不通路，就全靠
手提肩挑翻山越岭，去逢圩一次沿
途要借住两宿，来回花上3天时间。

不通路的日子，乡民过够了，
也过怕了，“宁可少吃肉，也要多修

路！”借力扶贫东风，扩宽通村路、
硬化通组路和入户路，10 户以上
通组路实现100%硬化，营桂、营牛
跨省公路贯穿全境，久营公路“四
改三”工程加紧施工，串村环乡四
通八达的乡村公路网粗具雏形。
漫步营盘圩，一条条延绵起伏的水
泥路像彩带一般穿梭在崇山峻岭
之间，为散落在白云深处的山里人
家传递致富希望。

路修通了，其他基础设施也
不能拖后腿。接自来水、建卫生
厕、装太阳能路灯、改造农村电网
和通讯网、实施电商进村和宽带
入户……“后发优势”在全乡的基
础设施提升行动中被淋漓尽致地
体现出来，实现了从“一无所有”
到“一应俱全”的跨越。

宁可少吃肉，也要多修路

山清水秀是营盘圩的最大优势

金秋营盘圩分外美金秋营盘圩分外美

营盘圩梯田营盘圩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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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生态有机茶高山生态有机茶

避暑胜地营盘圩，来了就不想走

本报萍乡讯 （记者徐国平 通讯员温凤娇）“工
作很舒心，一个月工资近 4000 元，不比外出务工
差。”近日，在萍乡市湘东区时代工艺包装有限公司
包装车间，员工田婷正在赶制茶叶包装盒。车间里，
像她这样的员工还有 400 余人。湘东区正在全力打
造包装、印铁、制盒、制罐、彩印为一体的彩印包装产
业链。

彩印包装产业是湘东区的传统优势文化产业。
35年前，老关镇前进村8位村民在家门口创办了全村
第一家生产芒秆茶叶包装盒的工厂。经过多年发

展，如今包装企业渐成燎原之势，高峰时期全村企业
数量达到50余家，从业人员逾万人，前进村成为远近
闻名的“包装专业村”。该区抓住这一优势和商机，
规划建设了萍乡市茶叶包装创意产业基地，出台了
加快茶叶包装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土地、用
水、用电、用工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
今，一个以茶叶包装为主体，初步形成包装、印铁、制
盒、制罐、彩印为一体的产业链，综合性现代化茶叶
包装创意产业基地正逐步形成。与此同时，该区构
建销售网络，完善产业发展终端，鼓励印刷包装企业

走出去，在全国设立包装销售营业网点 3000余个，产
品畅销北京、安徽等省市，其中茶叶包装全国市场份
额超80%。

该区培育龙头企业，引导扶持印刷包装企业加强
文化与科技融合进程，与武汉理工大学、南京大学、广
州美院等近 20 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建立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助推企业从传统的彩
印包装生产向文化创意设计转型。近年来，该区成功
开发出高技术新产品18项、新成果16项，申报国家专
利32项。

构建销售网络 培育龙头企业

湘东彩印包装产业底气十足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 通讯员
严细火）今年以来，余江眼镜产业园共
建设标准厂房36万平方米，香港雅视光
学集团、温州精硕实业有限公司等23个
眼镜生产项目成功落户进驻园区；今年
3月，总投资8亿元的沈阳紫金铜业有限
公司正式入驻贵溪经开区，盘活原江西
铜材有限公司和贵溪宏宇包业有限公
司土地177亩和厂房16万平方米……这
些只是鹰潭市利用标准厂房招商引资
和盘活闲置土地，引进投资项目的一个
缩影。

“筑巢引凤”强引擎。鹰潭市依托移
动物联网产业园、智能终端产业园、欧菲
物联网模组制造基地 55 万平方米标准
厂房，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等 30 余家国内科研院所和行
业领军企业加大合作力度，设立了中国
泰尔物联网研究中心、华为鹰潭服务中

心和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开放实
验室。目前，全市制造型物联网企业达
55 家，物联网产品达 70 余种，移动物联
网产业发展继续保持领先态势。

“补链强链”促提升。鹰潭市依托现
有标准厂房，实施“链式”招商，推动铜产
业、移动物联网产业等产业集群发展。
贵溪市积极探索绿色照明产业和铜精深
加工产业相结合的“链式”招商模式。去
年以来，通过建设铜线灯产业园标准厂
房，让企业减少成本，赢得时间，“拎包入
住”，成功引进一朵花科技、龙佑科技等
16家企业抱团入驻铜线灯产业园。鹰潭
市还大力盘活闲置低效土地，破除发展
瓶颈，通过二次开发利用、协议转让、收
购储备和嫁接盘活等方式，引进新企业，
盘活土地存量。近年来，鹰潭市工业园
区盘活闲置土地 3007 亩、厂房 59.26 万
平方米，新安置企业84家。

“筑巢引凤”促转型“腾笼换鸟”提质效

鹰潭“双引擎”催生工业发展新动能

本报宜春讯 （记者朱力 通讯员汤福明）10 月
10日，宜春市袁州区2018年第三次工业项目集中开
工竣工活动在该区医药工业园举行，涉及项目 30
个，其中开工项目17个、竣工项目13个。

据了解，30 个项目总投资 53.7 亿元，占地面积
约1000亩，涵盖了生物医药、锂电新能源、智能制造
等多个领域。30 个项目中投资亿元以上的有 6 个，
分别是投资15亿元的鑫乐医药物流园、投资10亿元
的尚林电子、投资 6亿元的大唐高鸿、投资 5亿元的
壹金新能源、投资 3 亿元的中小企业孵化园二期和
投资 2 亿元的玛高服饰。30 个项目全部达产达标
后，预计将年新增主营业务收入76.6亿元，实现利税
7亿元，安排劳动力就业5000余人。

袁州区30个项目集中开工竣工

本报南丰讯 （通讯员林依彤、程
俊）近日，在南丰县太和镇本土能人吴
国辉创办的添鹏生态园内，刚刚孵化出
三四天的小甲鱼争先恐后冒出水面，爬
在网片上晒背。目前，公司甲鱼蛋、甲
鱼苗销往全国各地，年产值 8000 余万
元。这是南丰县农村能人创业的一个
生动案例。

南丰把农村人才工作纳入人才强县
战略，不断创新乡村振兴战略人才培养
引进机制，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人才基
础。在橘乡大地，各类专才正大显身手，
2012年至2017年，该县农村实用人才总
量由 8936 名上升至 13658 名，增幅达
52.8%；农村实用人才数量占全县农业人
口总数的比重由3.7%上升至5.3%。

南丰强化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武宁讯（记者何深宝）今年67岁的武宁县
罗坪镇长水村村民翁盛林，过去是村里的一名保洁
员，月工资 1000 元。今年初，他获聘担任长水村生
态环境管护员后，月工资达到了1600多元。

2016年8月，武宁县在我省率先实行“林长制”，
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林长组织体系。该县 442 名

“林长”对全县 411.3万亩山林实行分级管理。为了
更好地管护山林，今年初，该县制定了农村生态环境
管护实施细则，探索实施农村生态环境管护员制度，
即“七员合一”，把护林员、保洁员、养路员、河道巡查
员、新农村建设村庄护绿员、农村建房监督员和社会
事务网格化管理员的职责，合并为农村生态环境管
护员的职责。

武宁县按照农村生态环境管护员人均管护山林
面积不少于 3000 亩、不高于 6000 亩的原则，共聘请
农村生态环境管护员 800 名，对全县所有的山林进
行管护，实现了资源、资金的高度整合，提升了工作
效率，减轻了基层负担。农村生态环境管护员实行
动态管理，签订聘用合同，一年一聘，考核不合格的
予以解聘。

武宁“七员合一”管好农村环境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
日下发《江西省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建设指导意
见》，在各级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示范县创建中同步建
设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

有关部门选择餐饮服务提供者集中、消费者众
多，食品安全整体水平较高，在当地影响力较大的街
（区）、城市综合体、旅游景区，开展此项建设活动。力
争到2020年底，全省每个市、县（区）、风景区至少有1

条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国家级、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至少有 3 条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省
级、市级食品安全示范县至少有2条餐饮质量安全示
范街（区）。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了 6 条示范街（区）
建设标准，如街（区）内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相对集
中，数量不少于20家，街（区）入口处设有清晰、醒目、
美观的信息公示牌等。

我省创建餐饮质量安全示范街（区）

10月9日，宜黄县凤冈镇彩叶苗木生产基地，工人正在给紫薇“花瓶”枝条编
结。当地成立华农彩叶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引进和改良红枫、紫薇、粉樱等3000
多个新品种，促进生态旅游发展，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增收致富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记者日前从
省有关部门获悉，樟树市紧紧抓住实施
中医药强省战略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

“中国药都”振兴工程，并以科技创新增
强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让古老中医药
产业焕发科技新活力。

樟树市在中药材种植、饮片生产、
医药流通、医药人才引进方面，出台了
多项扶持政策，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
中成药、中药饮片、中药保健品等核心
产业做大，并做强与中医药相关联的
药材种植、商贸物流、电子商务、文化
旅游等配套产业。为此，樟树市政府
与江西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
宜春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中
医药企业发展提供前沿技术服务。该
市规模以上药品企业基本都建立了研

发机构，并与省内外相关科研院校开
展合作。据介绍，为促进省内外科技资
源与中医药产业发展需求有效对接，

“江西（樟树）中医药强省科技创新成果
在线对接会”10 月 15 日将在樟树举
办。对接会预期征集 200 项以上最新
科技成果，推动科技成果与产业需求双
方进行匹配对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据悉，樟树市现有医药类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12家，建成省级中医药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2 家、省级中医药类创新平
台 1 个，获得中医药行业有效专利 242
件；该市共有18家企业机器智能化应用
项目通过专家评审，并形成了以仁和集
团、五洲药业物流、天齐堂中药饮片等
为代表的一批创新性企业。

樟树中医药产业焕发科技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