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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破解
乡村治理难题

（详见第5版）

让崇德向善的
力量拔节生长

本报评论员文章

（详见第2版）

牢记嘱托开启新征程 感恩奋进描绘新画卷

本报讯 （记者游静）近日，在赣江出现一群
长江江豚的消息，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原本生
活在长江和鄱阳湖的长江江豚，最近频频现身赣
江，“微笑天使”巡游赣江的背后，是我省水生态
环境的持续优化。

长江江豚因其微微上翘的嘴角，被人们称为
“微笑天使”。2017年5月，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2018年4月升级为独立物种，正式成为我国
特有物种。目前，长江江豚仅剩1000余头，其中

约450头生活在鄱阳湖。
“随着近年来的不懈努力，长江江豚活动范

围不断扩大，这是‘微笑天使’对我们做好治山理
水、显山露水的文章的肯定。”省水利厅厅长罗小
云告诉记者，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江西的殷殷嘱托；保护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的家园，是人类的职责。

可喜的是，来自农业农村部的数据，目前，
长江江豚已经达成“降低种群下降速率”的短

期目标。这其中，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成为
重要的因素。

为了持续改善水质，我省以实施《江西省实
施河长制湖长制条例》为契机，以“清河行动”、鄱
阳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和“清四乱”等专项行动
为重点，以明察暗访为手段，以信息化建设为平
台，推动河长制湖长制更加“有实”。2018年，我
省排查出各类损害河湖水域环境的突出问题
2690个，已整改2329个，整改率达86.7%；全面完
成省委、省政府确定的“一年左右时间消灭劣V类
水”工作任务，国控、省控及县界断面劣V类水全
面消除。

“河道非法采砂作业会严重威胁长江江豚的生
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克雄告诉
记者，密集采砂行为，阻断了长江江豚的移动通道，
减少了合适水深的栖息水域。 （下转第2版）

长江江豚频现赣江
表明我省水生态环境持续优化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JIANGXI DAILY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江西新闻客户端

2019年6月

11
星期二

己亥年五月初九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5444号

今日12版

■ 本版责任编辑 袁华 张海光

（详见第3版）

本报讯 （记者刘勇）6月10日上
午，省委书记刘奇会见了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
神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
省长刘强一同会见。

刘奇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
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首
要政治任务。作为省委部署安排的
重要一环，省委宣讲团深入各地宣
讲，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对于促进全

省干部群众更加全面、系统、准确、深
入地学习领会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推动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具有重要意义。

刘奇强调，宣讲团成员要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切实讲清楚总
书记再次视察江西的重大意义，讲清
楚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充分肯定，讲
清楚总书记对江西提出的目标定位，
讲清楚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更高要
求，切实把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深情

大爱、对江西工作的关心关怀、对江西
发展的殷切希望，传递给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充分激发全省干部群众昂扬
向上的精气神，感恩奋进、锐意进取，化
感动为行动、化实干为实绩，朝着总书记
指引的目标方向、擘画的蓝图奋勇前进，
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

刘奇强调，要带着感恩之情开展
宣讲，推动全省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始终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要把握精
神实质开展宣讲，在学深悟透总书记
重要讲话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基
础上，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精心准备
宣讲提纲，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
在的效果。要改进方式方法开展宣
讲，多用群众语言，多讲具体事例，以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增强宣
讲的吸引力感染力，让干部群众愿意
听、听得懂、能领会、好落实，不断凝
聚起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
画卷的磅礴力量。

刘奇会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宣讲团成员

本报深圳讯（特派记者李冬明）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6 月 10 日，江西启动
2019 年赣深赣港经贸合作交流活
动。当日上午，江西深圳经济社会发
展座谈会在鹏城举行，进一步拓展赣
深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水平，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易炼红出
席并讲话，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

委书记王伟中主持并讲话。
易炼红在讲话中指出，深圳是我

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发展的领
头羊和最具创新力的城市，代表了中
国形象，展示了中国力量。当前，江
西正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
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努力朝着在
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的目
标前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

新画卷。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深圳
的好做法好经验，加快推进江西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

易炼红强调，江西是粤港澳大湾
区的重要腹地，正在打造粤港澳大湾
区产业转移承接基地、休闲度假旅游
基地。我们希望赣深两地不断拓展
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纵深推进

《江西与深圳市进一步深化合作框架
协议》落实，力争结出更加丰硕的成
果。希望加强改革创新战略合作，分

享深圳改革创新成果和自贸区改革
试点经验，造福两地人民。希望加强
旅游、金融等领域合作，共同建设开
放高效的旅游市场和区域智慧旅游
信息平台，密切金融市场、金融机构、
金融人才和科技金融等方面合作。
希望深圳继续支持江西承接深圳产
业转移，共建吉安（深圳）、龙南（深
圳）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推动双方
合作再上新台阶。

（下转第2版）

江西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在鹏城举行
易炼红出席并讲话 王伟中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刘勇、郑颖）教育
部和我省部省合建南昌大学迈出新
步伐，6 月 10 日，北京大学和南昌大
学在南昌签署了对口合作协议，北京
大学将对口支持帮扶南昌大学临床
医学学科建设，加速提升办学实力与
服务水平。

签约前，省委书记刘奇会见了北
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一行。北京
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詹
启敏，副省长孙菊生参加会见。

刘奇感谢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

江西的支持与帮助。他说，北京大学
和江西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上世纪
60年代，北大曾经在南昌鲤鱼洲设立
分校。自2013年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以来，双方在科研攻关、教育合作、人
才交流、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交流合
作，取得明显成效。

刘奇指出，北京大学是我国科研
创新的高地、人才培养的摇篮。我们
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实施创
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迫切需要加强与北大等顶尖高
校的合作，集聚更多创新资源，引进
更多高层次人才。希望北大继续关
心支持老区建设，深化双方在创新能
力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交流合作，
不断拓展领域、提升水平。我们将全
力落实好各项协议，热忱欢迎更多的
北大学子来江西创业就业。

邱水平对近年来江西发展变化
表示钦佩。他表示，科教兴，则发展
强。支持江西革命老区发展、回馈江
西老区人民是北京大学的责任与使

命。北京大学愿意助力江西科教兴
省，对接江西需求加强创新平台建
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为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
供创新支撑。

根据协议，双方将充分利用部省
合建政策机遇，依托北京大学临床医
学学科优势，对接南昌大学需要，深
化双方在打造研究平台、培养高层次
人才、开展临床与基础研究和关键诊
疗技术研发等方面合作，进一步推动
科教融合、服务江西健康事业发展。

北京大学与南昌大学签署对口合作协议
刘奇会见北大党委书记邱水平

本报深圳讯（特派记者李冬明）“请大家单刀
直入、直面问题，给我们提意见建议，提思路点子。”
6月10日上午，省长易炼红在深圳主持召开重点投
资客商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在赣投资重点客商心
声，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希望广大客商以更加坚
定的信心投资江西、创业江西、圆梦于江西。

副省长吴忠琼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天珑移动技术、众恒光电、鼎龙实

业、生益科技、栢能集团、丰达兴、捷和电机、易事
特、中怡国际、光大环保、科铭实业等11家企业的
负责人，围绕加大创新研发投入、落实人才政策、

推动形成电子信息全产业链、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强化生态
环保、聘请企业家担任政府投资顾问等方面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

易炼红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交流互动。在
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易炼红表示，企业家们提出
的意见建议很有见地、非常客观，建设性和针对性
强。我们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并及时向企业家
反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易炼红用三句话生动精炼地介绍了过去、现
在和未来的江西。 （下转第2版）

易炼红在深圳主持召开重点投资客商座谈会

“希望广大客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投资江西创业江西圆梦于江西”

编者按：
多情东江水，日夜向南流。半个世纪以来，在东江水源源不断地

浇灌滋润下，“东方之珠”香港更加璀璨，“创新之都”深圳愈发蓬勃。
饮水思源，同步小康。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东

江水供港供深的第55个年头，值此赣深赣港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开展
之际，本报携手香港、深圳主流媒体，一起走进赣南寻乌，探寻秀美东
江源头，感受江西老表们数十年如一日守护一江清水的深情厚谊，体
会赣粤港一江水一家亲，见证寻乌在新时代加快发展的新变化。今
日起，三地三家媒体同步推出“探寻东江源·走进寻乌”系列报道，并
以全媒体方式多维呈现。敬请关注。

一个叫木桠的少女，为了捍卫爱情，悲愤地跳崖殉情。天神被她
的忠贞感动，让她的发髻变成山峰，身体变成了山脉，永远守护着寻
乌这片秀山丽水。

“桠”源自山峰形状如树杈，“髻”指山形酷似女人发髻，“钵”出于
两个山头往下凹像钵盂。

…………
走进赣南寻乌，攀爬桠髻钵山，在飞瀑流泉和深山鸟鸣的合奏中，

在沁人心脾的雨后芳菲里，听着古老的传说和写实的介绍，云雾缭绕中
的桠髻钵山在我们眼前渐次清晰、明朗起来。

一脚踏三县，一眼望两江。
地处赣粤闽三省交界处的桠髻钵山，是东江水系与赣江水系的

分水岭，是东江源头第一山。
从这里出发，滴水成涓，溪水潺潺，汇聚成江，奔腾向南……
清清东江水，日夜向南流，流进深圳，流进港九，流到家门口。
一江水，连三地；赣粤港，一家亲。

桠髻钵山，东江源头第一山
东江之水哪里来？
不顾雨后苔深路滑，穿梭于与人齐高的茅草，寻乌县三标乡东江

源村原村党支部书记张昌权带领记者一行，手脚并用，攀爬桠髻钵
山，探寻东江源头。

“江西九十九条河，只有一条通博罗。”
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张昌权愉快地唱起了古老的客家歌谣，歌声

在深山密林中格外嘹亮。“这首歌唱的就是寻乌水，寻乌人世世代代都知道门前的这条河流
向广东，而到了我这代，更是知道流进了香港。”

江西省人社厅原副厅长程宗锦对东江源头一直有研究，他曾十几次深入赣南地区进行
实地调查。

“我们必须科学准确地考察论证出东江的源河、源头、发源地，这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
东江沿岸的人民负责。”回忆起当年寻找东江源头的初衷，70多岁的程宗锦依然激动不已。

2002年底，由江西省水文、测绘、林业、地矿、人事等部门专家组成的东江源头科学考察
小组，开启国内首次对东江源头的多学科、多方位综合性科学考察，程宗锦任组长。

从地图上看，东江在广东省龙川县合河坝以上有二源：东源为寻乌水，西源为定南水
（又名九曲河）。

“到底哪条河是东江的源河，当时颇有争议。”程宗锦说，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科考
组对两条河的多年平均径流量、降水量、河长及河流域面积等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寻乌水
的各项指标均高于定南水，科考小组作出最终结论——东江的源河为寻乌水三桐河，源头
位于桠髻钵山南侧，发源地为桠髻钵山。

2004年6月27日，江西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后，一致确定：科考小组得出的结论
“数据可靠、结论正确”。至此，东江源头所在地有了权威认定。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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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讯 （特派记者
李冬明）6 月 10 日，省长易炼
红在深圳主持召开“三请三
回”暨粤港澳大湾区赣商赣才
座谈会，并为粤港澳大湾区赣
商联盟揭牌。他希望广大乡
友、校友和战友坚定不移地支
持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汇
聚起无坚不摧的力量，让江西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
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描绘好
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副省长吴忠琼参加上述
活动。

座谈会上，顾伟、黄绍武等
14位赣商赣才紧紧围绕推进江
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谈看法、
讲问题、提建议。在认真听取
大家发言后，易炼红说，各位赣
商赣才对家乡的真情实意令人
感动，为家乡发展贡献的真知灼
见体现了真情大爱，对大家提出
的意见建议全部“打收条”，并用
以指导和改进我们的工作。

易炼红强调：
——赣商赣才可敬可佩。

历史上的江右商帮曾称雄于工
商界，新时代的赣商赣才超越历
史、再创辉煌。广大赣商赣才有
抱负、有定力、有格局、有担当、
有才华、有成就。不少赣商赣才
在各自领域不懈打拼，成为领
军人物、领军企业。我们对广
大赣商赣才表示崇高敬意，为大家取得的每个成
就感到自豪，为大家取得的每项业绩感到振奋。

——“三请三回”再期再盼。广大乡友、校友
和战友与江西有着血浓于水的情缘，不仅为江西赢
得了荣誉，更是江西的宝贵财富和资源。要实现

“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
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
革发展新画卷”目标，必须动员包括广大乡友、校
友和战友在内的一切资源和力量。家乡是开放的、
开明的，永远敞开大门、拥抱八方。（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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桠髻钵山东江源瀑布。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习 近 平 向 哈 萨克斯坦
当选总统托卡耶夫致贺电
习近平主席将对吉、塔两国进行
国事访问并出席上合组织和亚信峰会
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