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

22
星期四

戊戌年十月十五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5243号

今日12版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手机网：http://3g.jxnews.com.cn

JIANGXI DAILY

■ 本版责任编辑 朱 力李 滨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11月21日下午，在结束对巴布
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文莱达鲁萨兰国、菲律宾共和国国事访问，
在巴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
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21日下午，习近平离开马尼拉启程回国。菲律
宾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离开马尼拉前，习近平还亲切会见旅菲华侨华人代表，
鼓励他们为菲律宾发展和中菲友好合作作出新贡献。

新华社马尼拉 11 月 21 日电 （记者
缪晓娟、陈贽）国家主席习近平 21 日在
马尼拉会见菲律宾众议长阿罗约和参
议长索托。

习近平称赞阿罗约和索托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赞赏两位议长长期
以来为中菲友好所做大量工作。习近平
指出，近年来，中菲关系焕发新的活力，
实现了由转圜、巩固到提升的跨越式发
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促进了地区和
平稳定。昨天，我同杜特尔特总统一致
决定建立中菲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更好
引领两国关系发展。我们要沿着这一正
确道路继续大步向前，深化务实合作，夯
实双边关系物质基础，加强人文交流，筑

牢双边关系民意基础，妥处南海问题，坚
持双边关系发展正确方向，做共同发展
的好邻居、好伙伴。

习近平指出，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是
中菲关系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菲关
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现出广阔发
展前景。希望菲律宾参众两院能够为促
进中菲友好发挥更大作用。两国立法机
构要互学互鉴，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开展多层次、多形式交流合作，密切在国
际和地区议会组织中的协调和配合，为
两国关系发展提供助力。希望菲律宾议
会支持政府推进同中国务实合作，支持、
推动两国在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
作，让中菲关系的民意基础更加坚实。

阿罗约和索托欢迎习近平访问菲律
宾。他们表示，菲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
好时期，两国全方位合作良好，中国是菲
律宾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伙伴之一。菲律
宾感谢中国对菲律宾发展的支持，愿学
习中国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成功经验，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
等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利
益。菲律宾参众两院赞同将菲中关系提
升为全面战略合作关系，支持杜特尔特
政府发展好菲中关系，愿加强同中国立
法机构交流，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造福
两国人民，推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
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菲律宾众议长阿罗约和参议长索托

结束对巴新、文莱、菲律宾国事访问并在巴
新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出席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后

习近平回到北京

本报南城讯（通讯员揭方晓）11月
21 日，南城县已经全面完成 2019 年度

《江西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征订发行
任务，并将 2019 年度党报党刊征订款
全额上缴邮政部门。

为做好 2019年度《江西日报》等党
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南城县切实把党
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作为一项严肃的
政治任务，及时召开全县党报党刊发行
专题会，贯彻落实上级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会议精神，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
2019 年度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的通
知》，明确发行范围、发行任务和工作要
求，确保征订发行任务落实。加大宣传
力度，派出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和企业、

学校，广泛宣传党报党刊的主流媒体地
位和传播党的声音、传递党的主张、正
确引导舆论、反映群众呼声的作用。不
断探索党报党刊征订发行的新思路、新
办法，推出了上门征订、集订分送、电话
预约征订等一系列举措，积极引导各部
门、各单位自觉征订。

与此同时，该县将党报党刊征订发
行工作作为各部门、各单位“一把手”工
程，纳入年度宣传思想工作考核，要求没
有完成党报党刊征订发行任务前，各部
门、各单位一律不准用公费、党费订阅其
他报刊，保证党报党刊征订发行工作顺
利推进。全面提升党报党刊的阅读使用
效率，开辟多种途径，为广大干部群众提

供党报党刊阅读平台，凡有条件的部门、
单位要开办报刊阅览室，把党报党刊摆
放在阅览室主要位置，方便干部群众阅
读；暂无条件办报刊阅览室的，要增设阅
报栏，让干部群众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
策，进一步加强基层思想舆论阵地建设。

一方面“征订”，努力提高各部门、各
单位征订党报党刊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赠阅”，对企业、学校、村级基层组织等
通过赠阅《江西日报》等党报党刊的方式
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据悉，该县拿出
部分党费及县财政收入，为民营企业党
组织、中小学校，以及贫困村（社区）基层
党组织赠阅2019年度党报党刊，让党报
党刊成为全县党员干部的精神食粮。

提高政治站位 创新发行方式 确保工作落实
南城全面完成《江西日报》等党报党刊征订发行任务

本报吉安讯（记者李冬明）11月20
日至21日，全省农业发展大会在吉安市
召开。省长易炼红出席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
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强化措施、担
当作为，全面加快现代农业发展，五年左
右实现农业总产值过万亿元、引进培育
10家左右 50亿元至 100亿元农业企业，
让江西农业强起来、农民富起来。

副省长胡强主持会议。
易炼红在讲话中肯定了我省及吉

安市现代农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指
出，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安天下之大
业。我们要围绕现代农业标准、技术、
设施、方式以及现代农民等要素，以强
烈的紧迫感和担当意识，推动全省现代
农业提速发展。要加快发展品牌农业，
突出特色优势，推进标准化、优质化、品
牌化，打造更多高品质农产品，不断提

升我省农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要加快发展规模农业，建设一流农
产品生产基地，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实行
集团式组合和管理，促进农业生产集约
化、集聚化、集群化、集团化，创造规模
经济效益。要加快发展工厂农业，用工
业化思维、工厂化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经
营，做到设施工业化、产品加工化、加工
精细化、企业龙头化、龙头强大化。要
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
数字化、智能化，大力发展“互联网+农
业”，推动更多农产品“上线”直销。要
加快发展绿色农业，坚决打好农业面源
污染攻坚战，促进农业资源和农产品循
环利用，大力推广生态种养，培育壮大
本土种业，做到生态化、无害化、节能
化、循环化。要加快发展创新农业，创
新技术、体制机制、管理和种养方式，着
力推进各类农业主体市场化、农业资源
资产化和功能衍生化，把农业打造成高

收益、有奔头的产业。
易炼红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以

“五型”政府建设为抓手，把农业看得更
重，在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的同时，永远不
要淡忘农业、轻视农业、忽略农业。对农
业支持更大，公共财政更多向“三农”倾
斜，加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落实补贴政
策措施，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农业，完
善惠农政策体系，提升金融服务“三农”
水平。把工作做得更实，完善农业发展
规划，整合农业资源，打造农业品牌，培
育龙头企业，创新农产品营销，扩大农产
品市场，坚持“项目为王”，狠抓农业项目
建设，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全面展示赣
鄱现代农业风采。

会上，省农业农村厅通报了全省现
代农业发展情况。吉安市、宜春市及余
干县、彭泽县、信丰县负责同志作了发
言。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吉安市现代农
业发展情况。

易炼红在全省农业发展大会上强调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冬明）11月 21日，
全省“五型”政府建设调度推进会召开，
省长易炼红提出要求。

易炼红指出，全省“五型”政府建
设启动以来，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务
实深入，统筹结合、抓住关键，取得了
积极进展和成效。全省政府系统要在
实质性推进“五型”政府建设上持续加
力、久久为功。要紧紧围绕从更高层
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
重要要求，紧紧扭住省委十四届六次
全会提出的“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首要

战略，聚焦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
“四最”营商环境，聚焦破解当前制约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瓶颈问题，聚焦
提升企业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
度，着力在实干、实效、实绩上下功夫，
在创新、创特、创优上做文章，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以“五型”政府建设的新
气象、新作为，推动全省政府工作不断
开创新局面、迈上新台阶，为建设富裕
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共绘新时代江
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新画卷，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五型”政府
建设的阶段进展，切实找准症结点和关
键点，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解决问题，做
好结合文章，深化改革创新，强化总结
宣传，大力倡导“事事马上办、人人钉钉
子、个个敢担当”的精神，做到“不为不
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坚持从严
处要求、向深处拓展、往实处发力，切实
把全省“五型”政府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持续提升工作标准和实际成效，为全省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
保障。

全省“五型”政府建设调度推进会召开
易炼红提出要求

本报赣州讯 （记者刘勇）11 月 19
日至21日，省委书记刘奇在赣州市南康
区、崇义县、于都县、安远县、赣县区、经
开区调研。他强调，工作做得好不好，
要看群众高不高兴；环境打造得优不
优，要看企业满不满意。我们必须牢固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以
让群众高兴、企业满意为着力点，把好
钢用在刀刃上，把工作做到点子上，找
准问题精准发力，狠抓落实务求实效，
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获得感。

省领导李炳军、赵力平陪同调研。
把工作做到点子上，理想信念是力

量源泉。“读一读红色家书，禁不住泪眼
模糊……”悠扬的旋律，深情的演唱，崇
义县横水镇中山社区居民正在社区服务
中心排练红歌。刘奇被他们的倾情投入
所感染，为他们鼓掌点赞。在安远县孔
田镇上魏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刘奇
详细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情况。他
指出，赣州是人民共和国的摇篮，赣南苏
区振兴发展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赤子
情怀和深情大爱，我们要不忘初心、感恩
奋进，以对历史的使命感、对人民的责任
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坚
决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奋力推动赣南
苏区振兴发展，以实际行动回报党中央、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

把工作做到点子上，要紧紧扭住创
新这个牛鼻子。在南康区，刘奇临时改

变行程，突击检查南康家居小镇建设。
无人机快递、天猫大国家居直播……南
康家具搭乘电商快车，今年“双十一”期
间网上销售额突破2亿元。刘奇看平台
打造、问产品设计，为南康家具产业提
质升级感到欣慰。在安远县，刘奇考察
了北控中农·赣南农特产品交易中心，
安远县孔田镇上魏村电商平台，看到一
箱箱金灿灿的脐橙通过网络卖到了天
南海北，看到一张张年轻的笑脸写满了
自信，刘奇十分高兴。他指出，插上“互
联网+”翅膀，传统产业就能焕发出更大
的生机和活力。我们要以创新的理念，
拥抱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努力走出传统产业发展升级新路。

把工作做到点子上，要力戒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赣州是我省脱贫攻坚的
主战场，调研中，刘奇最关注的是脱贫
攻坚工作，最牵挂的是贫困群众。白墙
红顶、层林尽染、大棚透绿……雨后的
赣县区江口镇河埠村生机盎然，村民们
在蔬菜地里忙碌着，欢快的笑语久久回
荡。刘奇来到贫困户陈贻英的大棚，询
问她种了多少亩蔬菜、收入多少，鼓励
她依靠勤劳的双手，在党和政府的帮助
下脱贫奔小康。在于都县罗坳镇三门
村、安远县车头镇龙头村，刘奇亲切看
望慰问驻村第一书记等脱贫攻坚一线
党员干部，道一声辛苦，勉励大家再接
再厉，一鼓作气打赢脱贫攻坚战。他强
调，要大力整治脱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紧盯巡视巡察中

发现的突出问题，坚持自查自省自身存
在的苗头性问题，立行立改、务求实效，
推动中央脱贫攻坚各项方针政策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

把工作做到点子上，要始终以群众
的满意度为评判标准。在崇义县政务
服务中心，刘奇逐一窗口了解推行“一
窗式”政务服务模式改革以来的效率提
升情况，询问办事人员是否满意。他
说，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不好，不在数字
上，不在总结里，而在群众的笑容里。
来到企业开办“一窗办”窗口，恰遇赣州
永徽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人员刚刚办理
好营业执照。刘奇详细询问办理难不
难、时间长不长，得到满意的答复后，脸
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说，现在开办企
业赶上了好时候，祝你们生意兴旺。刘
奇还考察了江西耀升钨业公司、赣州华
强杭萧建设公司、国机智骏汽车公司等
企业，勉励他们感恩新时代、建功新时
代、回报新时代。刘奇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十分关心、高度关注民营企业发
展，就发展民营经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
指示。希望大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努力干出一番新天地。省委、省政府将
进一步优化环境、出台帮扶政策，推动
全省民营企业做优做强。

刘奇还考察了崇义县阳明山自然保
护区、永乐林场，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保护，坚持绿色
发展，不断推动江西的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刘奇在赣州市调研时强调

好钢用在刀刃上 工作做到点子上
不断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满意度获得感
李炳军陪同调研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11 月 21 日，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深化

“放管服”改革再出重拳，推出政务服
务“一揽子”举措，不断增强企业和群
众的获得感。按照我省刚刚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机制提升
政务服务效能的通知》要求，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全省各地的政务服务窗口
将延长办事时间，办件量多的窗口在
工作日中午、双休日以及国家法定节
假日都不“打烊”，解决群众“上班时间
没空办事、休息时间没处办事”的困
扰。

据悉，此次出台的政务服务“一揽
子”举措，共有 20 条，涵盖延长办事时
间、丰富帮办形式、畅通办事渠道、提升
办事效率、优化办事作风和强化工作保
障等六个方面。延长办事时间是最大
的亮点。省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工作日中午、双休日
以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提供延时服务。
办件量多的即办件办理，原则上实行窗
口值班制，承诺件和办件量较小的即办
件实行预约制。同时，各地、各部门要
抓紧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及操作细则，于
12 月 10 日前将延时服务的窗口单位名
称、地址、时间、事项以及预约方式等通
过媒体对外公布，努力让企业和群众在
非工作时间能办事、办成事。

为进一步提升各级政府服务能力
和水平，我省将实行全方位咨询导办，
推行全过程领办，提供保姆式代办，及
时帮助解决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推进就近可办，完善基
层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功能，打造家门口
的政务服务大厅，加快实现“园区事园
区办”。推进跨城通办，着力解决异地
办事来回奔波的难题，重点推动一批高

频事项实现全省通办。健全“马上办”
机制，程序简单能马上办的当场办结，
程序复杂需审核批准的限时办结。推
动“一次办理”，重拳整治导致群众“跑
断腿”的各类问题，以“最多跑一次”和

“只进一扇门”为目标，最大限度减少群
众跑动次数。今后，全省所有直接面向
企业和群众办事的窗口推行“无否决
权”服务机制。完善投诉受理机制，畅
通政务服务投诉举报渠道，做到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

省政府办公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建
设“五型”政府，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弘扬“事事马上办、
人人钉钉子、个个敢担当”的精神，做到

“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
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
事最快的“四最”营商环境，真正使企
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解决群众“上班时间没空办事，休息时间没处办事”的困扰

我省政务服务窗口周末假日不“打烊”

11 月 19 日，
会昌县小密乡半
迳村电商服务站，
创业青年池春燕
在打包外销的赣
南脐橙。她依靠
互联网销售小密
乡本地的脐橙、蜂
蜜、米馃等农特产
品，通过“村邮乐
购”电商服务站，
对接优质农产品
种养大户和贫困
家庭，并与乡里的
贫困户签订产品
包销协议，带动村
民增收致富。

通讯员
朱海鹏摄

本报讯（记者郑荣林）11月21日，
万里之遥的非洲大陆传来喜讯：江西首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赞比亚江西多
功能经济区项目在赞比亚共和国中央
省正式开工建设。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埃德加·查格瓦·伦古为项目纪念碑揭
牌。这个占地面积达 600 公顷的经济
区，将成为江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重大平台，为
带动优势产业和骨干企业加快“走出
去”，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赞比亚江西多功能经济区位于赞
比亚中央省，距离首都卢萨卡市中心约
70公里，集合首都的政治、经济、区位优
势，形成对整个南部非洲市场的辐射效
应。根据规划，该项目总投资 6 亿美
元，由江西国际、江铜集团、新钢集团、
省国控公司、万年青水泥、省民爆公司、
江咨集团等我省 7 家大型国有企业共
同投资建设。项目一期工程占地约300
公顷，将打造成集工业、贸易、物流、综
合服务为一体，农业景观、休闲娱乐、医

疗教育、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具有江西
产业特色、满足赞比亚经济发展需要的
经贸园区。

赞比亚江西多功能经济区将发挥
江西产业集聚、配套协同强的优势，
带动轻工、纺织、机械等优势产业到
境外集群式投资。据了解，项目一期
工程将引进超过 30 家的江西大中型
企业和一大批中小企业入驻，吸引投
资逾 10 亿美元，年产值可达数亿美
元。 （下转A3版）

江西首个境外经贸合作区在赞比亚开建

山货插上
电商“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