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山标准”出炉记
本报记者 李 歆

4 月 15 日，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
村民李宗吾在家接待客人：“来这边坐，请
喝茶。菜要不要放辣？有没有忌口？”他
已熟练得像一名餐馆业主。记者信步走
进神山村的几户人家，主人都落落大方地
与记者攀谈，各家的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旅游商品摆放有序。“现在大家做旅游接
待都习惯了，做事情很规范。”村支书彭展
阳介绍。

一年以前，神山村的村民并没有这种自
觉。他们将出售工艺品的小摊随意支在自
家门前的空地上，住得远一些的村民也聚集
到主干道上摆摊。乡镇干部上门劝导，要求
将摊位收进屋檐下规范摆放，村民们根本不

买账。
“游客来了，

摊位摆出来才有
生意嘛！”面对上
门劝导的茅坪乡
驻村干部李燕平，
不服气的左春仁

与他争辩。“这段时间，我们已经接到很多游
客投诉，反映大家摊位太乱，游览体验比较
差。这样下去，损害的是我们村的整体形
象。”李燕平不慌不忙，向大家讲道理。

通过反复宣传，村民们勉强收起了摊
位。但很快，干部们就发现，村民们和他们玩
起了“捉迷藏”——他们一来，大家就收摊；一
走，摊位就摆出来。

“堵”不是办法，还是应该进行引导。
李燕平和同事们注意到，村民们所售卖的
货物比较杂乱，且同质化明显，与其他景区
随处可见的商品并无二致，对游客的吸引力
不强。

“应该打响‘神山’品牌，提高商品的吸

引力，让游客主动走进村民家里去买。”工作
中，一条清晰的思路逐渐在干部们的脑海中
形成：要主动引导村民们售卖有地方特色的
商品，这样既能弘扬地方文化内涵，又能增
强商品的市场识别度和竞争力，还能推动解
决摆摊不规范的问题。

“彭青良，你家酒做得不错，就主打卖
‘神粮竹酒’吧，用山里产的竹筒灌装。”“罗
林辉，咱村没有超市，你就开一家小超市
吧！”“左良建，你是做竹工艺品的，不如在产
品 上 刻 上‘ 神 山 留 念 ’标 志 ，增 加 知 名
度。”……干部们一家一家做工作，很快，各
家各户都有了自己的特色产品。

渐渐地，村民们发现，哪怕摊位摆在屋
檐下甚至屋里，游客们依然会上门挑选。

“上次我朋友买了你家的茶叶，觉得口感
好，特地告诉我你家的地址，让我再来买
一些。”来自湖南的游客阮成发对村民彭
德良说。

村子美了，游客更多了；商品精了，销量
更大了。村民们自此认识到，比“摊子摆出

来”更能带来生意的，是旅游目的地的服务标
准化和产品的特色化。

以此为契机，神山村开展了一系列旅
游标准化创建工作。制定《旅游服务标准
化管理制度》，对环境卫生、村容村貌、住
宿标准、摊位管理等一系列项目作出细化
规定，要求全村参与旅游接待的群众统一
执行。同时，成立了旅游协会，将全村农
家乐悉数纳入其中。协会负责与井冈山
各家红色培训机构联络，将客源轮流分配
到各家用餐，并对各家的菜式、分量提出
新标准，细化至每一道菜中蛋的使用数
量、鱼的重量等，确保游客享受到同等质
量的服务。

在标准化创建工作的推动下，2018 年，
神山村接待游客达 2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全村农户人均纯收入1.98万元。神山
村也荣获了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江西省
4A级乡村旅游点等荣誉称号。

“神山标准”不仅挂在了墙上，更进入了
群众心里。

浮梁县臧湾乡新佳茶园，工人在忙着采摘茶叶。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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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雨后，处在大
山中的黎川荷源乡荷源村稠
源有机水稻种植基地，大片的
紫云英怒放着，闻香而来的
蜂农带着蜂箱在这里“驻扎”
下来，两旁山林间不知名的
鸟儿叽叽喳喳，空气湿润而
又清新，“空山新雨后”的画面
跃然眼前。

“别看现在这么有生气，
在我们流转种植之前，这里的
田地大部分野草丛生，都被荒
掉了。”带着记者深入田间的
江西五圆科农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龚国胜介绍，由于高山
移民、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
这里的村庄成了“空城”，田地
也慢慢荒芜，在他的公司经过
土地流转承租下来后，这里成
了种植有机黎米的最佳基地。

2015 年，龚国胜做了个
决定：他要种田，让那些荒废
好田地重新长出希望。种什
么、怎么种？黎川县地处赣
闽交界、武夷山脉西麓，自古
以来是“赣抚粮仓”的重要商
品粮食生产基地，传统香米

“黎米”更是当地人爱吃的大
米。龚国胜看上了“黎米”的
前景，决定种植濒临绝种的

“黎米”。敢想敢干，在偏僻
的西城乡梅源村一名老农家
找到最后的 50 公斤黎米种
子，龚国胜试种了 50 亩，当年

即获成功。
立足黎川独特的生态优

势，以创新精神发展人与自然
和谐的生态、立体、循环农业，
引导农户转变种植观念，为消
费者提供绿色有机产品，让绿
水青山释放生产力，是现代农
业的必由之路。种植“黎米”
成功后的龚国胜一发不可收，
成立江西五圆科农实业有限
公司、在荷源村建立稠源黎米
有机水稻种植基地，安装智能
监控仪，并与省农业农村厅的
智慧平台联网，建立溯源系
统。此外，以基地为平台，在
功能性水塘养殖鱼、鸭，在基
地周边的山地、道路、小溪边
种植杨梅、桑葚、蓝莓等季节
性采摘水果，探寻生态观光农
业新路；大力打造“黎米”品
牌，公司“赣稻”品牌的“黎川
黎米”有机香米、红米、黑米，
已取得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
产品的相关认证，并于 2016
年 12 月取得“黎川黎米”香稻
的地理标志认证。经过几年
的发展，“黎米”种植技术日臻
成熟，“黎米”也深受消费者欢
迎，市场价格一路走高。

如今，“黎米”成了黎川农
民的致富稻。1000余户农户主
动调整种植结构，改变种植模
式，31家合作社不断扩大种植
规模，走上致富路。

龚国胜：

只为种黎米而来
本报记者 钟秋兰

变优 变强 变绿
——江西“三农”发展保持良好势头

本报记者 钟金平

中部博览会
志愿者集体誓师

本报讯（记者钟金平）5 月 15
日 10时，第十一届中国中部投资贸
易博览会志愿者誓师大会在省会
议中心举行。500 余名中部博览会
志愿者进行了集体誓师。

当天，来自江西应用科技学
院 的 青 年 志 愿 者 代 表 进 行 了 服
装、礼仪和形象展示，诠释了“志
愿中博、魅力赣鄱”的服务理念。
记者发现，本届中部博览会志愿
者服装以红色为主色调，体现了
红土地的历史文化。服装上有祥
云图案，寓意着中部六省“渊源共
生，和谐共融”，通过中部博览会
的合作交流，推动中部六省的共
赢发展。

根据大会组委会安排，团省
委、省青年志愿者协会面向南昌大
学、南昌航空大学、江西财经大学
等院校定向招募了 575 名志愿者，
为大会提供接送站、酒店引导、会
务礼仪、展馆引导等志愿服务。

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今启幕
江西展馆精彩亮相

本报深圳讯（记者钟端浪）
5月16日至20日，为期五天的
第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会展
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积极筹
备，组织上百家文化企业和单
位，1400 多家展商参加文博
会，150余个文化项目、1000多
件文化展品参展，参展内容涵
盖我省文化改革发展各个领
域，意在着力扩大江西文化品
牌的影响力、传播力。

本届文博会主展馆共设
九大展馆：文化产业综合馆、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馆、影视
动漫·智慧广电馆、媒体融合·
新闻出版馆、粤港澳大湾区文
化产业馆、时尚设计·艺术品
馆、一带一路·国际馆、非物质
文化遗产馆、工艺美术馆，总
展位面积达12万平方米。

江西馆总面积为300平方
米，展馆设计以“红、绿、古、金”
四色为元素，突出“文化、科技、
创新、发展、共享”理念，充分展
示我省文化与科技、旅游、互
联网等重点领域产业融合发

展的最新进展、最新成果。值
得一提的是，江西报业传媒集
团重点展示的江西最大的媒
体云——“赣鄱云”项目以及

“我要上 C 位”“我要当评论
员”两个娱乐互动项目，值得
观众到现场去感受不一样的传
统媒体。此外，江西出版集团
展示的现代出版产业基地项
目、“火星基地”STEAM创新教
育实验室、智慧课堂、党员书
院、智慧书店等，观众可以感受
到现代融合出版的创新性、时
代感，体验物联网技术主导下
的新零售带来的科技感、便利
性。江西文演集团展示的文化
产业与文化事业融合发展项目

“文化场馆集成服务”一站式解
决方案、为满足人们对高雅艺
术的向往而打造的“江西省剧
场联盟”项目也可期待。

今年文博会我省除江西
馆主馆外，还单独设立数字出
版、鹰潭、抚州、寻乌等分馆。
这些分馆也都将亮出各自的

“看家宝贝”，重点展示最具特
色、最吸引人的内容。

初夏时节，赣鄱大地欣欣向荣。
今年以来，江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三农”工作蹄疾步稳，“三农”发
展保持好势头：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
总产值 507.7 亿元，同比增长 3.3%；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931 元，同比增长
8.7%。

数据折射出江西农业生产正变优、变
强、变绿，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确保粮食主产区地位

刚过立夏，奉新县宋埠镇种粮大户何
东霖又忙起来了。他说，20 多天刚插完
2000 亩早稻，今年的中晚稻种植面积有
6000 亩，比去年增加了 2000 亩，他得组织
好员工赶紧把地犁好，准备耕种。何东霖
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展开，水稻生
产全程机械化，种田不再是难事。“今年，
我不再是简单地种田，又新上了一条工厂
化育秧线，建成了日加工能力达 180 吨的
大米加工线，预计到 2020 年，种植规模可
扩大到 1.5 万亩。”谈起公司发展目标，何
东霖信心满满。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确保粮食
主产区地位，这是江西农业生产的首要
任务。据农情调度数据显示：今年，我
省粮食生产总体稳定，全省粮食作物种
植面积预计达到 5506.4 万亩，基本保持
稳定；早稻种植面积达到 1751.4 万亩，
早稻优质率不断提升，比上一年提高了
30 个百分点，粮食生产开局良好。

除了粮食生产向好，一季度，我省蔬
菜生产稳中有增，蔬菜及食用菌播种面
积 167.6 千 公 顷 ，同 比 增 长 1.6% ，产 量
373.4万吨，同比增长 2.2%；渔业生产保持
稳定，水产品产量 69 万吨，同比增长
1.8%，其中，名特优水产品产量 19 万吨，
同比增长 5.0%。

结构不断调优
“粮经果蔬”错位发展

“田里种什么、怎么种？”这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如今，这个老话题有了新
答案——

错落有致的层层梯田，景色优美的小
桥流水……这是樟树市昌傅镇昌傅村独
具特色的田园风光。说起眼前的变化，村
民刘四牛滔滔不绝：5年前，昌傅村因为养
猪随意排放，成了远近闻名的“臭气村”。
村里的土壤和环境被污染了，严重影响了
当地村民种田的积极性。

为彻底扭转这种不利发展的局面，
昌傅镇大力拆除和搬迁了昌傅村不达
标养猪场。借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契
机，因地制宜，由昌傅镇政府出资 30 余
万元，从广昌县引进了太空莲，在田块
狭小、高低不一的小山坡上搞起了集观
光采摘于一体的休闲农业。如今，道路
宽了，产业齐了，环境好了，一到双休
日，村里的游客络绎不绝，十余农家乐
生意兴隆。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江西农
业不再是“一稻独大”，粮、经、果、蔬等农
作物错位竞争发展。

江 西 南 大 门 赣 州 ，将 蔬 菜 产 业 作
为主导产业来扶持，蔬菜生产稳步增
长 ，每 年 仅 供 港 澳 的 蔬 菜 就 达 1.1 万
吨，“赣州蔬菜”已成为港澳两地名副
其实的优质“菜篮子”供应基地；借助
赣州港的优势，“赣南蔬菜”还搭乘中
欧 班 列 顺 利 出 口 ，远 销 俄 罗 斯 、匈 牙
利等国家。

在赣州，和“赣南蔬菜”一样做得风生
水起的还有“赣南脐橙”“赣南茶油”等。
日前，2019 中国品牌价值评价信息发布，

“赣南脐橙”以 675.41 亿元的品牌价值列
全国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第七位，为
水果类产品第一；“赣南茶油”列区域品牌
（地理标志产品）第四十六位。

近年来，我省农业种植结构和缤纷
的季节一样,色彩斑斓。在结构调整方
面，通过“1+9”行动计划、高标准农田建
设等政策的叠加效应，各地新建改造提
升了一批优质稻、绿色果茶蔬、中药材、
草地畜牧业、特色水产等种养基地，产业
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据统计，一季
度，全省新增果园、中药材、稻渔综合种
养基地面积均达 10 万亩以上，优质稻种
植面积预计全年达 1200 万亩，同比增长
15.7%。

生产体系不断调顺
新产业新业态竞相迸发

指间看收成，地里能刨金。这是当
下江西农业生产呈现出来的一个新亮
点——

5月12日5时，空气里还透着凉意，永
修县立新乡江西润东集团的员工早已下
到虾塘里忙活开来。“最近行情好，得早点
起来把虾收好，早点装车运往广州。”润东
集团总经理丰亮说。

“以前这里是一片低洼地，年年种水
稻，年年收入都不高，现在搞‘稻虾共作’，
每亩收益少则 2000 元，多则 3000 元。”李
四海是前年加入“润东合作社”并尝试

“稻虾共作”的，第一年就尝到了甜头，一
亩田纯收入 2000 元，第二年每亩就有
2500 元的纯收入，今年每亩纯收入有望
达到 3000 元。李四海说，“稻虾共作”模
式实际上就是搞绿色优质水稻、绿色优质
水产。他说，在稻田里养小龙虾，农药可

少用，而小龙虾还能为水稻生长提供肥
料，一举两得。

说起稻田里的新业态，江西水投集团
永修城南项目办负责人余圣很有体会：

“我们这块地 2000多亩，其中 1200亩种优
质稻，剩下 800 多亩种各类果蔬，每个地
块都有高清摄像头，人只要在监控室里
轻点鼠标，就能了解每一处农作物的信
息，什么时候下肥、什么时候灌溉，动一
下手指就可搞定。”而消费者，只要用手机
扫一下二维码，产前、产中、产后全链条一
览无遗。

除了“稻虾共作”模式，近年来，我省
还相继涌现出“稻渔共作”“稻蛙共作”“稻
鳖共作”等新业态。随着这些新业态的迸
发，农业的规模效益正逐渐显现。据统
计，一季度，全省规模以上龙头企业销售
收入 1498 亿元，同比增 7.9%；省级龙头企
业销售收入960亿元，同比增7.8%；农业产
业化省级以上龙头企业有 871 家，其中国
家重点龙头企业40家。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
乡村振兴全面提速

改革创新是做好“三农”工作的重要
法宝。

近年来，我省农业农村改革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不少改革举措走
在了全国前列，取得显著成效。2018 年，
我省21万个村组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
核实资产976.5亿元、集体农用地总面积2
亿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农民
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达到 7.12 万家、3.8
万余户。

走进余江区杨溪乡杨溪村，但见村庄
整洁有序，不时有游客前来观光。村民杨
六一高兴地告诉记者，他家以房子入股搞
旅游，每月可得1500元分红。

余江将“沉睡”的土地资产激活，只是
我省统筹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我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

导向、效果导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发
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着力深化
农村改革。去年 16 项重点改革举措进
展顺利，25 项改革台账均按照时间节
点完成销号。一系列强有力的农村改
革措施，让江西乡村不断释放出新的
活力。

本报上饶讯（记者卞晔）
5月 15日，省政府在铅山县召
开全省殡葬设施建设管理现场
推进会。副省长胡强、民政部
相关司局负责人出席并讲话。

胡强指出，完善的殡葬设
施是推进殡葬改革、促进殡葬
事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要
客观分析殡葬设施建设管理
的总体态势，深化认识、坚定
信心、把握机遇，持续抓好殡
葬设施建设管理；要准确把握
关键环节，坚持惠民、便民、稳
定、可持续的原则，注重高质
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效益

使用；要切实强化保障措施，
压实工作责任，拓宽筹资渠
道，加强督促指导，防止弄虚
作假、虚报进度。

胡强要求，要坚决防止反
弹，公平执行殡葬管理法规；
有序开展散埋乱葬治理，严禁

“三沿六区”新建公墓、新增坟
墓，防止出现新的散埋乱葬现
象；积极培育现代文明丧葬礼
俗，把文明绿色殡葬新理念新
模式逐渐植入群众的行为习
惯中，以更大工作力度、更强
工作举措，推动我省绿色殡葬
改革再上新水平。

全省殡葬设施建设管理现场推进会召开

我省30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

5 月 15 日是“国际家庭日”。
全国妇联在北京揭晓了 2019
年度全国最美家庭，我省 30
户家庭榜上有名。

黄家驹夫妻二人热心参
加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一
起签订了遗体捐赠自愿书；
邓小红一家从自家做起，不
乱丢垃圾，还积极倡导村民

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宋林保
一家始终保持和传承着勤劳
俭朴的优良家风……我省 30
户全国最美家庭以真实感人
的事迹，生动诠释了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全省广大家庭践
行新时代家庭观、弘扬社会
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传递了
榜样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