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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绿色经济 助力江西绿色崛起

11月29日，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悦城社区第
一届邻里节开幕，首届邻里节主题为“三风进社
区，快乐聚悦城”。在邻里节文艺汇演中，社区群
众自排节目，载歌载舞弘扬邻里友爱、团结亲善、
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充分展示居民们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以及优良家风。 （范志刚 摄）

好风凭借力，扬帆正当时。
10月 21日，备受瞩目的首届全球VR产业

大会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成功举行。会后，新
区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市民感受到变化、分享
到实惠。

新区发展，交通先行。
红角洲片区岭口路西延与新建区长麦路拉

通后，交通压力增大。10月底，实施岭口路堵点
综合改造工程，将机动车道由8米拓宽至10.25
米，双向四车道提升至双向六车道，将人行道由
4.5 米拓宽至 6 米，优化信号灯、电子监控等设
施。同时开展的还有赣江中大道南昌大桥下穿
交通堵点治理和320国道提升改造工程。

新区城环局牵头制订了《会后重点道路绿
化提升方案》，针对季节特点和景观效果，更换
苗木品种，补种缺苗后续修剪、补绿。在道路
交叉口、中分带端头种植毛鹃、茶梅多年生花
卉植物，交通岛绿化种植采用乔灌草结合，确
保展现最佳市容市貌。秉承“海绵城市”的理
念，对学府大道、龙兴大街等 23 条道路人行道
采用陶粒透水砖和彩色整体透水混凝土铺装，
达到即水即渗，下雨时路面不积水，方便人们
出行。

畅通心路，人居之美。
新区继续对对学府大道、红谷南大道 2.2

万米水系岸线和桥梁、节点进行夜景亮化，对9

座桥梁进行刷新。在丽景路、莲花路修建集综
合城市管理服务站，新建拼装式公厕 18 座，在
11 个试点小区推行垃圾分类，新建九龙湖公
园、用友软件园、凤凰大酒店、西客站、闵江路
临时停车场等5个停车场，新增泊位2700个。

四季有花，月月有景。
新区巧妙结合江西山水文化，在丰和中大

道会展路、世贸路和翠苑路等道路节点打造多
彩花卉、塑造小桥流水微景等城市园林景观。
在丰和中大道与春晖路、绿茵路等 9 个交叉安
全岛内打造主题立体花卉景观造型。在丽景
路樟树林建设以“三风”为主题的小游园，设有
花境植物景观区、健身区、休闲区、科普区。据

悉，九龙湖公园二期、九龙湖片区路网绿化工
程一期、二期、三期已开工，祥云大道以南绿化
带景观绿化工程、长天广场景观绿化工程、赣
江市民公园四期即将动工。新区正按“一路一
特色、一街一主题、一线一色彩”的绿化景观网
络规划，让城市景观层次和色彩美感更丰富。

“VR产业大会后，我们不能躺在功劳簿上
睡觉，要整装再出发，进一步实现精细管理，长
效管理，打造城市管理的新品质。”红谷滩新区
党工委书记周亮说。目前，新区在城市景观打
造、城市品质提升、城市精细管理等方面不断
提升，创造让群众有更多自豪感、幸福感的人
居环境。

VR产业大会后 红谷滩新区城市管理再出发

DUSHI XIN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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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音）第五届“绿发会”以
“迈入高质量绿色发展新时代”为
主题，通过举办论坛研讨、投资洽
谈、贸易对接、展览展示等系列活
动，宣传推介江西开放提升、绿色
发展成就和“四最”营商环境，务
实推进产业投资和贸易合作。

张弘：本届“绿发会”，航空
工业洪都将在室外展出公司最
新 研 发 的 L15B 高 级 教 练 机 实
物，在室内展馆展出教 8 基础教
练机和 L15B 高级教练机两款产
品的模型。这两款产品是我公
司的“拳头”产品，具有很强的代
表性。L15 系列飞机代表了我国
教练机的最高水平，与世界最先
进的高级教练机水平相当；教 8
飞 机 出 口 亚 非 拉 14 个 国 家 共
300 多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
功。

白欲立：今年是联想集团首
次参会，作为参会企业，将在大会
组织的中国（江西）国际智能制造
论坛上，作题为《工业全生命周期
解决方案》的演讲。据我所知，智
能制造也是本次世界“绿发会”的
重点展示项目之一。而联想集团
已经进驻智能制造产业多年，在
业界享有一定声誉，并已开始将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向其他企业输
出。希望通过这次大会，能让更
多的企业了解联想，了解联想的
智能制造，了解如何通过定制智
能制造的解决方案，助力传统企
业向智能制造化企业转型，助力
企业稳步走向智能化。

谌晓华：金达莱环保公司是
一家专门从事污水处理技术开发
与应用的高科技环保企业。拥有
FMBR 兼性膜生物反应器技术
（简称“FMBR 技术”）和 JDL-重
金属废水处理及资源回收技术
（简称“JDL-重金属技术”）这两大
核心技术。今年是我公司第二次
参展“绿发会”，大会倡导的发展
理念与我公司现在的发展方向比
较相符。希望本次大会能够邀请
更多专业参展商和采购商参会，
实现参展采购“专业对口、供需两
旺”的局面，同时更期望通过此次
展览展示，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
污水处理技术。

朱元发：本届“绿发会”的特色
和亮点集中体现在四个关键词。

第一，开放。开放提升是江
西发展的关键一招，为彰显开放
办会理念，本届大会邀请了 10 多
个国家部委、20 多个省（区、市）、
计划单列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代

表参会。邀请参会的世界 500 强
及央企60多家。邀请参加的外国
政要、驻华使节、友好省州代表近
100人。参会境内外商协会、贸促
机构110多家。

第二，绿色。大会聚焦“绿色
发展”设置举办 15 场论坛和招商
推介活动，包括：1场开幕式暨主旨
论坛；4场特色活动：“开发区对话
500强”“中国国际商会走进江西经
贸合作恳谈会”“中国（江西）智能
制造论坛”等；7场平行论坛和招商
推介活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论坛”

“江西科技产业创新发展论坛暨半
导体产业创新发展研讨会”“中医
药产业论坛”“京九电子信息产业
带推介会”“绿色环保产业投资与
发展论坛”“乡村振兴发展论坛”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暨绿色金融高
峰论坛”；3场设区市活动：南昌举
办“泛珠三角城市会展发展论坛”，
萍乡举办“海绵产业投资与发展对
接会”，上饶举办“绿色建筑产业推
介会”。展览展示重点围绕展现江
西开放发展成果和绿色优势产业，
分为开放江西主题展、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绿
色食品等展览展示。

第三，务实。“绿色搭台、经
贸唱戏”是大会的初衷。我们把
项目洽谈对接与提升江西的美
誉度知名度作为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做到“三个结合”：将客
商邀请与项目合作、贸易洽谈结
合起来同步推进；将展示江西的
特色和亮点与省产品展销结合
起来同步安排；将邀请参展商与
采购商结合起来同步落实。经
过前期充分对接，大会签约合作
项目超过 110 个，投资总额超过
2000 亿元，主要涉及现代农业、
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业、
新材料、新能源、现代物流、文化
旅游等产业。同时，还将促成一
批采购合作项目。

第四，国际化。在策划、筹
备工作中，我们在嘉宾邀请、活
动内容、流程安排、办会模式等
各个方面遵循国际惯例，彰显国
际范。总的看，本届大会参会的
境外嘉宾和客商的比例将超过
30%；新闻宣传方面，参与报道的
境内外媒体超过 100 家，将以中、
英、法、俄、日、阿等六种通用语
言向海内外传播大会盛况；活动
组织方面，涉外活动都将安排同
声传译。力争将本届大会办成
高水平、国际化、专业型投资贸
易活动。

（画外音）世界绿色发展投资
贸易博览会是党中央、国务院批
准的国际化、综合型经贸合作交
流大会。由江西省人民政府主
办，2009年以来，大会每两年举办
一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11 月
30 日至 12 月 3 日，南昌又将迎来
第五届世界绿色发展投资贸易博
览会。绿色是江西发展的底色，
举办“绿发会”，江西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

朱元发：江西举办“绿发会”
主要三大优势。一是江西对外开
放阔步前进。开放提升是江西发
展的关键一招。新世纪以来，江
西始终坚持全面扩大开放战略，
推出了系列强有力举措。今年是
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省委省政
府再推出 30 条具体政策措施，营
造更加开放的投资贸易自由化、
便利化环境，以更高水平的开放
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西
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开
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不断提
升。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外贸进
出口 381.1亿美元，增长 10.1%，其
中：出口 271.3亿美元，增长 4.5%，
进口 109.8亿美元，增长 27.1%；实
际利用外资 90.5 亿美元，增长
9.1%；利用省外项目资金5148.8亿
元，增长10.9%；对外承包工程完成
营业额 29.8亿美元，增长 1.8%，对
外直接投资额为 4.9亿美元，增长
6.6%；昌北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
1020.2万人次，增长36.3%；开行赣
欧班列 131 列。江西开放型经济
主要指标总量居全国 13 位左右，
增速居全国前10位左右。

二是江西生态环境全国一
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
曾指出，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
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江西天
蓝、地绿、水清、景美，空气质量一
流，全省设区市城区空气质量优
良率达到 90%；绿色植被一流，全
省森林覆盖率 63.1%，位居全国第
二位，被誉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
一；水质资源一流，全省地表水监
测断面水质达标率81%，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18 个百分点，主要城市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风景名胜一流，江西山川秀丽、人
文荟萃、名胜众多。庐山、三清
山、龙虎山、井冈山享誉海内外。
还有千年瓷都景德镇、千年名楼
滕王阁、千年书院白鹿洞、千年古
刹东林寺、中国最美的乡村婺源。

三是江西绿色产业门类齐
全。江西生态农业发展迅速，有
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均
位居全国前列。加快实施工业强
省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分别为16.9%和33%。VR、
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LED）、智
能装备（机器人）、航空、生物医药
（中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迅
速集聚，成为江西的主导优势产
业。与此同时，江西电子商务、现
代物流、绿色金融、共享服务等新
服务产业快速成长，与主导优势
产业齐头并进，形成互为促进、互
为补充的良性循环，江西绿色产
业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麻智辉：近年来，江西立足生
态优势，积极推行绿色循环低碳模
式，加快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一是加快生态利用型产业发展。
目前，建成现代农业示范园152个，
推进2个国家级田园综合体试点，
启动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
范区建设，全省“三品一标”总量达
4712个。大力发展油茶、毛竹、香
精香料、苗木花卉等产业，全省林
业总产值突破 4000 亿元，位列全
国“第一方阵”。二是着力推动新
旧动能转换。出台实施贯彻新理
念培育新动能的意见，聚焦新制
造经济、新服务经济、绿色经济、
智慧经济和分享经济等主攻方
向，“一产一策”支持航空制造、中
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发展，通用航空产业
综合示范区、“中国制造 2025”试
点示范城市等成功获批，新一代
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转移转
化试点落户我省。

（画外音）经过持续多年打
造，“绿发会”已经成为江西亮丽
的名片，在宣扬绿色理念、凝聚发
展共识、促进经贸交流、推动共同
发展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为促
进江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朱元发：通过近十年持续打
造，“绿发会”已成为江西重大活
动的一张名片，在传播绿色理念、
促进开放合作、提升江西的知名
度美誉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绿色理念广泛传播。从
“山江湖工程”到“鄱阳湖生态经
济区”，从“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引领方向，发展绿色产业、打造
绿色城市、推动绿色经济、传播绿
色文化成为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的自觉行动，比如在招商引资领
域，我们就明确提出“三个不招”，
对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企业坚
决说不。

二是开放渠道不断拓展。“绿
发会”搭建了江西与世界对话合
作的平台，江西开放合作的“朋友
圈”越来越大，引进了优秀企业、
优质项目、先进理念、先进技术，
同时有更多的江西企业走出去参
与全球分工合作，江西与世界的
联系更加紧密。

三是投资合作成果丰硕。务
实办会集中体现在达成一批重大
合作项目，一大批优质项目在“绿
发会”上签约，一大批优秀企业通
过“绿发会”走进江西，在红土地
上扎根发展，为江西的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是江西绿色名片享誉中
外。绿色、活力、开放，成为江西
闪耀的名片驰名中外。今天的江
西，与全球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经贸往来，与 35 个国家的
90 个省（州、市）建立了友好城市
关系，有 6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在
江西投资兴业，江西企业在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700 多家
境外企业或办事机构。

张弘：一直以来，航空工业洪
都始终坚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升级，注重节
能环保。比如，在大飞机研制生
产过程中，国内首创采用数控镜
像铣切技术代替化学铣切技术加
工大型飞机蒙皮，具备世界先进
水平，每年减少酸碱污水排放
6000 余吨。2018 年一至三季度，
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排放
量 较 2016 年 同 比 下 降 分 别 为
58.6%、77.5%、18.5%。2018 年 10
月，航空工业洪都顺利通过了母
公司的绿色航空企业标准验收审
核。

谌晓华：如 今 ，我 公 司 的
“FMBR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江
西省生态环境保护工程中，涵
盖了全省的乡镇村污水治理、
黑臭水体治理、新区污水治理、
城市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等众
多污水处理领域，污水处理规
模达 24 万余吨/天。同时，该技
术已在北京、广东等 30 个省（区
市）2000 余个污水治理项目中
得到应用；并出口至澳大利亚、
意大利等 17 个国家，得到了国
际维和部队 582 套的批量采购。

麻智辉：“绿发会”是我国第
一个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大型
博览会，在当今世界贸易促进领
域也独树一帜。通过举办“绿发
会”，江西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
加积极的姿态向全球扩大市场
开放，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在
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上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加快自身
开 放 向 推 动 全 球 共 同 开 放 转
变。“绿发会”的举办有利于江西
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生产要素自
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供
销对接、适销对路。有利于我省
加速与国际接轨，通过与国外发
达国家交流，学习先进技术、标
准和管理经验，提升国内企业的
绿色发展水平，将促进我省传统
产业升级换代，也有利于培育新
兴战略产业。通过促进绿色低
碳发展，倒逼江西企业降低成
本、改进工艺、创新技术，从而提
升产业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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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xnews.com.cn/zt/
system/2014/01/20/012914396.sht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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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频。

良好生态是江西最为宝贵的财富、最具竞争力的品牌，是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潜力和希望所在。省委第十四届六次全会
把“绿色崛起”纳入省委工作方针，显示了省委大力推动绿色经济
发展的决心。11月30日至12月3日，第五届世界绿色发展投资
贸易博览会（简称“绿发会”）在南昌举办，借由“绿发会”这一平台，
我省招商引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和区域合作将迈上新台阶，助
力我省开放型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嘉宾：
朱元发 江西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 弘 航空工业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麻智辉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白欲立 联想集团副总裁
谌晓华 江西金达莱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策划：本报记者 吴志刚、邱玥 主持：本报记者 李芳
整理：本报记者 赵庆、李芳 摄影：本报记者 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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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馆绿色产业展区。许南平摄
◀“绿发会”即将举行。本报记者 李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