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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出你的影像·说说你与改革的故事

本报讯 （记者李芳 通讯
员袁超）为了见证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西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变
迁，突出展现各地的发展成果，
江西日报社新媒体部运用融媒
体载体，推出“会动的江西日报
——图说江西 40年”策划。该
策划在江西日报纸质版面、江
西日报官方微信、法人微博、江
西日报手机网、虹视频等多种
媒介推出，全方位展现江西各
地40年的发展变迁。打开QQ

“扫一扫”今日新貌，带你一秒
穿越40年。

今天，我们推介的城市为
宜春市。

宜春城区，秀江河穿城而
过。上世纪 70年代，秀江河上
只有一座可移动的木质浮桥，
河两岸都是低矮的平房（如左

图所示）。上世纪 80 年代，水
泥平桥替代了木质浮桥，但是
只能步行，不能通车，城市交通
依然不便。

1996 年，宜春市在老浮桥

旧址上新建了袁州大桥，桥全
长 507.4 米，主桥净宽 20 米，横
跨美丽的秀江河，成为连接秀
江两岸的主要交通要道（如右
图所示）。秀江河蜿蜒宜春城

区 10 余公里，如今，沿途共建
有昌黎桥、秀江桥、袁河桥、明
月桥、袁山桥等 11 座大桥，真
可谓“一江凌波穿城过，数桥比
邻通天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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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灭火 受伤浑然不知
峡江19岁消防员被点赞

本报峡江讯（记者邹晓华）“一场大火扑灭
后，一群消防员拖着疲惫的身躯坐下休息，一名
年轻的消防员脱下厚重的防火服，背上出现两
个血糊糊的‘洞’，他转过被烟熏黑的脸，微笑着
向镜头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连日来，这段

《19 岁消防员灭完火才发现受伤》的视频被广
泛传播。

记者了解到，视频的主人公名叫岩稍。
2017 年 9 月成为峡江县消防中队的一名消防
员。10月 1日 13时左右，位于峡江工业园区的
一个纺织厂发生火灾，厂区内大量棉纺织品起
火。大火经过近 50 分钟才被扑灭。岩稍累得
瘫坐在路边，才感觉背部疼痛难忍，把装备脱下
来才知道后背已经被空气呼吸器磨破了。这段
视频被发在网上后，网友们纷纷盛赞岩稍是最
帅消防员。

环卫工重伤 急需O型“熊猫血”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如果您是O型稀有

血型，请立即与省血液中心联系，或直接到省血
液中心各献血点参与献血，救救这名受重伤的
环卫工人。10 月 11 日省血液中心向社会发出
呼吁。

据悉，伤者为64岁的共青城环卫工人张桂
娥，O 型 Rh 阴性血型，就是俗称的“熊猫血”。
10月9日13时30分，张桂娥在共青城市中学门
口清扫街道时，被汽车撞倒，伤势十分严重。10
月 10日 4点，张桂娥从共青城人民医院转往南
昌大学二附院进行救治。

据介绍，车祸造成张桂娥身体多处严重受
伤。目前已出现脑部出血、胸肋多处骨折、肺部
挫伤、胸腔积血、腹部挫伤、双侧肾脏挫伤、胸
12和腰1、2爆裂性骨折、后腹膜出血等症状，情
况十分危急。

张桂娥的儿子熊小斌说：“母亲目前还在昏
迷中，情况非常危急。现已经输血 2800 毫升，
但是仍在出血，医生说还需要输大量的血。希
望有好心人能献血，救救我母亲。”

10 月 11 日 14 时 30 分，省血液中心供血科
又向张桂娥送去 O 型稀有血型血液 600 毫升。
目前，省血液中心体采科还在通过献血者档案
找寻此类献血者，希望能够帮助张桂娥。

鄱阳湖区清除捕鸟“天网”2.3万余米
本报讯（记者杨碧玉）近日，记者从省林业

厅获悉，鄱阳湖沿湖各地扎实开展巡护排查、宣
传教育、查处打击等工作，今年共计平毁非法围
堰 6400亩，清除捕鸟“天网”2.3万余米，收缴铁
夹350套，解救候鸟600余只。

据了解，鄱阳湖沿湖各地认真落实全湖共
管要求，鄱阳湖区越冬候鸟数量稳中有增：东乡
区、都昌县将湿地候鸟保护工作，纳入年度综合
考核内容；湖口县严格落实湖泊承包者湿地候
鸟保护责任，建立责任台账；柴桑区在沿湖重点
乡镇，组建了专职护鸟员队伍，基本实现村村有
人巡湖护鸟；庐山市积极推进越冬候鸟和湿地
监测系统建设，提升监测预警能力；新建区购置
了水陆两用车和无人机等设施，强化湖区中心
地带巡护监控，努力实现监管“全覆盖”。

特色蔬菜产业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东乡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吴丽蓉）近

日，记者走进抚州市东乡区虎圩乡现代农业基
地的“知青菜农”玻璃大棚，只见现代化钢架构
玻璃大棚并排而立，棚内种植的樱桃番茄、五彩
椒、无刺黄瓜、圆茄、冰草等新奇蔬菜开出朵朵
小花，农民在绿意腾腾的蔬菜中穿梭忙碌，修剪
侧枝、固定攀爬的藤条，让蔬菜达到最佳的生长
状态。

“建设这个大棚就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现
代农业，让当地的精准扶贫贫困户看到这些技
术是如何推广，让他们种自己的地，用自己的双
手鼓起腰袋子。”基地相关负责人说。在“知青
菜农”的带动下，当地有 2000 户以上农民加入
特色蔬菜产业，每户每年增加收入 2 万元以
上。根据精准扶贫优先安排工作的政策，“知青
菜农”提供了5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仅今年上
半年就发放农民工工资10余万元。

改革不停顿
跑出发展“加速度”
（画外音）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5年来，江西省委步步为营、
久久为功，在持续发力中不断扩大改
革开放的战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强大动力。据统计，我省先后
有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得到
中央领导或中央有关部门肯定。一
些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全国推广。

沈谦芳：5 年来，我省累计推出
1002 项重要改革举措，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一
批改革具有全国影响。比如，举全
省之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河长制、全流域生态补偿、生态司法
体制改革等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肯
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钢铁
提前三年完成去产能任务受到国务
院表彰。扎实推进“放管服”改革，
在全国率先建成使用企业信用监管
警示系统，省本级行政权力事项精
简率达到 82.4%，省本级累计实现
674项审批事项“一次不跑”或“只跑
一次”。此外，在脱贫攻坚、国企改
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等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

（画外音）近年来，江西主要经
济指标增幅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改革功不可没。但改革不
是一句空话，必须建立一整套行之

有效的改革推进落实机制加以保
障。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把“改革
攻坚”列入省委工作方针，彰显了省
委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一系
列推动改革工作不断走向制度化规
范化的文件应时而出，为江西改革
事业保驾护航。

沈谦芳：近年来，省委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始终把对标中央精神、
狠抓中央改革部署落地见效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据统计，党的十九大
以来，江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共召开 9次会议。在强化责任
担当，建立健全改革推进落实机制
方面，我省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出
台了《省委深改组会议审议事项提
交办法》《省委深改组成员领衔推进
落实重大改革项目实施方案》等文
件，每年年初对全年审议事项做出
安排，通过给省领导划分改革“责任
田”的方式，充分发挥省领导示范带
头作用，推动重大改革项目落地。

此外，我省还出台了《江西省全
面深化改革工作分类考核评价办
法》《江西省全面深化改革督察实施
办法》等文件，对全省各地深化改革
工作进行考评、督察。实施《关于加
强和规范改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
见》，从统筹协调、基础管理、总结推
广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和规范措
施。截至目前，我省承担的 120 项
国家级改革试点已完成 73项，74项
省级改革试点已完成37项。

（画外音）2015 年 3 月，余江作

为全国 15 个、江西省唯一试点县，
率先在全域范围内推行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工作。3年多来，余江
区大胆探索创新，初步建立了一套
符合实际的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体
系。全区 1040 个自然村，按照“应
改尽改”的原则，分五批全面推进，
今年 10 月底将全面完成“宅改”任
务。目前，城镇规划外试点村 908
个，已验收899个；城镇规划区内41
个自然村开展“宅改”，已验收 18
个，全区“宅改”试点总验收率达
97%。余江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工作为全国加强传统农区农村宅
基地管理提供了可复制、能推广、利
修法的“余江模式”。

路文革：余江始终把“宅改”作
为“书记工程”和“头等大事”来抓，
运用“党建+”思维，把党的基层组织
活动融入“宅改”实践。将“宅改”与
绩效考核、干部使用挂钩，充分发挥
基层党支部在“宅改”中的战斗堡垒
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宅改”
充分挖掘了群众的力量，通过在全
区 1040 个自然村建立村民事务理
事会，并赋予理事会 12项权力和 15
项职责，按照“农民的事情农民办”
的思路，减少了“宅改”的阻力。“宅
改”过程中，全区还涌现出 50 多名
乡贤，他们带头宣传宅改政策、带头
退出自家多宅、带头拆除超占面积，
共捐资 5500 万元用于“宅改”。此
外，全区统筹推进农业农村综合改
革，在全省率先推行以村集体信用
担保为纽带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
抵押贷款模式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等举措，为全区 2 万多户授
信 14.54 亿元。余江利用退出的闲
置宅基地，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
等新业态，让农民的“口袋”鼓起来。

开放不止步
闯出发展新格局

（画外音）从“对接长珠闽、融入
全球化”，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长江经济带发展；从大开放主战略
到打造内陆双向开放高地，江西对外
开放蹄疾步稳。我省开放型经济阔
步前行，主要指标总量居全国第13
位，多项指标增速跃居全国前10位。

刘翠兰：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
省对外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1980
年全省外贸进出口 23.3 万美元，
2017 年达 444.7 亿美元，增长了 19
万倍。在招商引资方面，我省实际
利用外资从1985年的517万美元增
加到 2017 年的 114.6 亿美元，增长
了 2217 倍。近 5 年来，我省利用外
资实现翻番，总量居全国第 12 位，
增速从全国第 11 位跃居第 7 位；利
用省外项目资金实现三年翻一番，
总量突破 6000 亿元。截至目前，我
省累计引进境外世界 500强企业 66
家、国内 500 强企业 148 家、央企 80
家，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
18203家。在“引进来”的同时，坚持

“走出去”战略。目前，我省企业已
在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工
程承包，累计完成营业额超过 230
亿美元；在 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近 700 家境外企业或办事处，累计
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54.4 亿美元，国
际“朋友圈”不断扩容。

全省持续扩大开放，还有力地
推动了产业集群发展，比如南昌市
的移动智能终端产业、上饶市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九江市的家电产业
等都获得了巨大发展。各类开放平
台从无到有，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
重要载体。目前，全省各类开发区
达到 107个，实际开发区面积达 628
平方公里，投产企业 11423 家，从业
人员 230 万人。“绿发会”“赣港会”

“赣台会”“瓷博会”“世界赣商大会”
等一批重大活动平台，持续提升江
西开放水平。

（画外音）地处赣南的南康区，
过去由于交通不便，缺少开放平台，
传统优势产业家具制造长期陷于

“粗放式”发展状态。2015年，全国
首个进境木材国检监管区在赣州建
成，为南康家具产业每年解决了近
1000万方木材原料难题，并在此基
础上，建成了综合性口岸赣州港。
在赣州港的带动下，南康家具产业
集群产值连年递增，从建港前的450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300 亿元。
目前，全球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木材进入南康，南康的家具发往全
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木
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

徐兵：南康家具产业依托赣州
港，打通了原料和产品流动通道。
按照“东进、南下、西出、北上”的路
径，南康大力推动多口岸直通，目前
已打通了深圳、广州、上海、宁波等
沿海港口，成为盐田港、厦门港、广
州港、大铲湾港的腹地港；还积极加
强同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
阿拉山口等沿边口岸合作，开通了
19 条中欧（亚）班列线路，覆盖了大
部分中亚和欧洲国家。今年已开行
中欧（亚）班列100多列，占全省90%
以上，预计全年可开行 200 列以
上。如今，赣州港已由最初单一的
木材进口、家具出口，扩大到电子产
品、玩具、服装、蔬菜等十几个品
种。2017 年，赣州港实现吞吐量
23.8 万标箱，预计今年可突破 40 万
标箱。值得一提的是，依托赣州港
和南康家居小镇，还有力地带动了
全区外贸服务、现代物流、跨境电商
等配套服务企业的快速发展，全区
外贸企业由2014年的3家猛增到现
在的400余家。

齐心协力
再谱江西崛起新乐章
（画外音）8月23日，省委、省政

府下发《关于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9月
10日，《江西省复制推广自由贸易试

验区第四批改革试点经验工作实施
方案》正式出台；9月26日至27日，
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工作现场推
进会召开……短短一个多月，我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领域动作频
频，这既是新时代江西改革开放再
出发的动员令、集结号，也是江西开
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征程的
一次坚实谋划。

今日之江西，改革开放其势已
成，其心已齐，其力已劲。全省各地
正以百倍信心、万丈豪情谋划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工作蓝图。

沈谦芳：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贯
彻落实好省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要求，学习借鉴好兄弟省市先进经
验做法，进一步做好统筹改革会议、
改革督办、改革督察、改革调研、改
革考评、改革力量、改革宣传、改革
成果8个方面工作。

刘翠兰：今天的江西，大开放的
使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大开
放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灿
烂光明。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
措施在内陆开放上求突破，为江西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事业添砖加瓦。

徐兵：下一步，我们要在更宽领
域里、更高层次上，推进在改革开放
中“富起来、强起来”，力争 5年内实
现中欧（亚）班列和铁海联运班列每
年开行 2000 列以上，吞吐量达 200
万标箱以上，把赣州港打造成全省
对接融入“一带一路”的桥头堡。

路文革：下一步，我们将以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高举改革旗帜，争创改
革范例。

江泰然：虽然不沿海，但江西有
自身的优势。综合来看，有区位优
势、市场优势、低成本优势、投资环
境优势、绿色、红色、古色资源优势等
等。在发展过程中，不搞“一刀切”，
不搞“大而全”，而是依托各自优势，
发展特色产业，注重营造环境，做足
山水文章，始终把民生摆在第一位。

当前，改革开放已经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全省上下必须围绕省委
确定的“创新引领、改革攻坚、开放
提升、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
民”工作方针来谋篇布局。东西南北
中，全省一盘棋。既要建设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又要发展关乎民生福祉
的实体经济，彰显光辉灿烂的传统文
化底蕴，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氛围，
营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

扬帆迎风起 重装再出发
——江西齐心奏响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协奏曲”

■ 嘉宾：
沈谦芳 江西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改革办副主任
刘翠兰 江西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江西省贸促会会长
徐 兵 赣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南康区委书记
路文革 鹰潭市余江区委书记
江泰然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 策划：本报记者 吴志刚 邱玥
■ 执行策划：本报记者 张雪 ■ 主持、整理、摄像：本报记者 赵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间节
点，9月26日至27日，省委、省政府在南昌召开全省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工作现场推进会。江西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催生出赣鄱大地经济发展的累累硕果、勃勃生机。而今，站在
新时代改革发展新起点的赣鄱儿女，在省委、省政府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工作的号角声中，凝心聚力、砥砺向前，为建设富裕美
丽幸福现代化江西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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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报直播室》是江西日报和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
com.cn）、江西手机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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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一个报网互动
视频直播栏目，登录中国江西网或
下载江西手机报，即可在网上收看
本期《江报直播室》。

一江凌波穿城过 数桥比邻通天径

在老浮桥原址新建的袁州大桥。杨晓宁摄秀江河上的老浮桥。严新河摄

近年来，樟树市划拨专项资金在全市19个
乡镇、街道建起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等一批公共
文化服务阵地，深入开展红色文化教育、道德讲
堂等系列活动，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图为经楼镇中心小学教师正在经楼村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为孩子们讲述“身边的好人”
故事。 通讯员 陈 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