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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穿行九江市濂溪区大
地，处处生机勃勃，活力迸发。项目工
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轰鸣作响
的机械设备、往来穿梭的工程车辆、繁
忙奋战的建设工人，生动地演绎着该区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的“速度与激情”。

今年以来，濂溪区以项目建设为抓
手，紧紧围绕现代纺织、石油化工、绿色
食品等首位产业和“五新”工程，通过优
中选优挑项目、用情用心育产业，全力
助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产业集聚，串“珠”成链
近日，落户于濂溪区沿江工业基地

的华农恒青九江基地项目正式竣工投
产，该项目设计年生产高端畜禽饲料
108万吨，整体达产达标后，年销售收入
将超过 40 亿元，上缴税收 3000 万元左
右。这是该区致力于绿色食品产业发
展，通过择商选资引进项目并取得实效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濂溪区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品质为上”的理念，围绕绿色食品、现

代纺织、石油化工等首位产业，通过择商
选资，招大引强，精准招引一批延链、补
链、强链、壮链的大项目、好项目，为推动
全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源头活
水”。该区先后引进了投资 120 亿元的
100万吨差别化纤维素纤维项目、投资10
亿元的水刺无纺布项目、投资10亿元的
南山御泉天然矿泉水项目等一批大项目
落户发展。沿江工业基地以打造“长江
最美岸线”为契机，形成了以中粮粮油、鲁
花食用油为龙头的粮食油脂生产产业
链，以青岛啤酒、庐山啤酒为龙头的粮食
饮品生产产业链，以天泰蛋白、天健米业、
润泽园米市为龙头的粮食食品生产产业
链，进一步擦亮了“江西省绿色食品产业
基地”这块金字招牌；化纤工业基地以赛
得利化纤为依托，坚持以化纤纺织为主
导，引进了九宏新材料、水刺无纺布等相
关企业，进一步加速产业集聚，形成龙头
引领、配套集聚、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

项目建设，高歌猛进
置身濂溪区，激情涌动，项目建设再

掀高潮。在化纤工业基地九宏新材料项
目建设工地，800多名建设工人正在紧张
施工，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濂溪区积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
持续强化区级领导包抓责任制，每个项
目都安排一名区级领导带领一个部门
或组建一个工作班子专门负责，并细化
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节点，逐环节
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全区 172 个重点项
目建设高效推进。同时，针对项目建设
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分别制定相应措
施予以解决，确保项目“零障碍”推
进。目前，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
究院产业园、德利智造产业园、中科院
九江激光智能制造技术产业化基地等
项目正加速孵化转化，富春集团网营
物流、中国电信中部云计算大数据九江
中心、湖心智慧船艇科技园等项目建设
正加快推进。

环境优化，提质增效
近年来，濂溪区以“五型”政府建设

为抓手，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

采取一系列优化保障措施，全力打造政
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
的“四最”营商环境，为全区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为缩短项目审批时间，濂溪区提前
梳理项目审批路径和环节，印发《濂溪
区各类投资项目报建流程汇编》，形成
集报建程序、审批部门、审批时限等审
批所需材料于一体的项目报建流程指
南，进一步提升了项目报建和审批效
率。优化商事登记手续，全面推行“39
证合一、一照一码”，实现企业名称核
准，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登记网上申
请。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该
区还从作风建设入手，持续推进思想再
解放、改革再攻坚、开放再提升、环境再
优化，加大降成本优环境力度，重点提
高“一窗式”受理率、“一次不跑”“只跑
一次”办理率，切实为企业提供无事不
扰、有求必应的“店小二”服务和无微不
至、暖心贴心的“妈妈式”服务，不断打
造“四最”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内生动
力，充分释放发展活力。

千川汇海阔 风正好扬帆
——濂溪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纪实

邹平飞 李 坚 本报记者 练 炼

起步早发展迅猛
5月18日，周末。新余彩色村旅游景区玻璃桥试

营业，大量游客前来体验。景区相关负责人肖文良
说：“相当火爆！一天就接待了1万多人次。”

彩色村只是近些年上马玻璃观光项目的景区之
一。这几年，玻璃观光项目为景区带来大量客流，成
了“网红”产品，也成为景区争相复制的项目。据不完
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41处玻璃栈道（含玻璃桥、玻璃
观景台），其中超九成出现于2015年及以后。

我省的玻璃观光项目起步比较早，2005年上饶三
清山景区就建了玻璃观景平台，2009年资溪大觉山的
高空玻璃桥“太空步廊”开放。近些年，我省玻璃观光
项目呈加速建设趋势，上饶龟峰和灵山、九江庐山西
海、萍乡武功山、龙南南武当、大余丫山、婺源篁岭、南
昌市湾里区太阳谷等景区的玻璃观光项目陆续建成开
放。据初步统计，目前全省有十多处。

玻璃观光项目满足了游客参与、体验的诉求，同时
也提供了丰富的感官刺激，符合游客的消费需求，这些
景区的玻璃观光项目，均在开放之初实现了良好的引流
效应。比如南昌市湾里区太阳谷景区，高空玻璃桥自今
年1月开放后，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实现翻番。

同时，为了满足游客需求，近年来，景区玻璃观光
项目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长度、高度也不断被刷新，
随着新技术的运用，玩法也在不断更新。

加强监管力求规范
玻璃观光项目蜂拥出现，相关的技术标准及监管

办法却没有及时跟上。玻璃栈桥是特种设备旅游项
目，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国内目前并无全国统一的玻
璃栈桥建设标准和明确的监管机构，导致这个存在安
全风险的新项目，大多处于自发式建设阶段。

同时，随着时间推移，玻璃栈桥的玻璃可能产生的
碎裂、断裂等安全问题，风吹石落可能带来的栈道安全
问题，以及玻璃栈道的合理动态承重问题，玻璃吊桥的
共振问题，玻璃栈道的日常维护和运营检测等，处理不
好，都会引发旅游安全事故。特别是近期国内部分玻

璃栈道项目曝出安全隐患，引发广泛担忧。
目前，全国包括我省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开

始介入玻璃栈道的建设和监管，从区域层面不断加强
玻璃栈道的安全监管。5 月 6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
出《关于加强全省A级旅游景区玻璃栈道项目管理的
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加强对 A 级景区玻璃观光项目
的监管。要求，各地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结合实际
全面评估现有玻璃观光项目的安全性、必要性和体验
性；迅速做好隐患排查，对辖区内景区的玻璃观光项
目建设、运营情况开展摸底调查，并对项目开展安全
技术检测和风险评估，发现安全隐患的立刻停止运营
并组织整改；全面完善安全管理，按照“谁建设、谁运
营、谁受益、谁负责”原则，全面压实A级旅游景区内
玻璃观光项目游客安全管理责任；积极加强宣传引
导，引导 A 级旅游景区理性评估玻璃观光项目，避免
盲目跟风建设。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我省文化
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玻璃观光项目跟风建设以及
安全监管等热点问题的主动回应，希望对玻璃观光项
目的建设及管理起到规范作用。

加快创新实现转型
玻璃观光项目本来是景区产品的一个新亮点，但

迅速被众多景区复制。“体验几次之后，没有新鲜感
了，感觉都大同小异。”南昌旅游达人王凯体验省内多
家景区的玻璃观光项目后，对这些产品的兴趣大大
降低。

“大多数景区只是简单复制建设，为寻找噱头，冠以
最长、最高等名号。缺乏创新的简单复制品，仅仅追求
长度并不能为游客带来更优体验，反而会因长度过长降
低游客体验感，增加游客的审美疲劳和身体疲劳。”中国
旅游研究院产业所副研究员吴丽云表示，各地跟风的复
制建设玻璃观光项目，既是当下景区对创新单品的强烈
渴求，也反映了很多企业的“拿来主义”。

当前，玻璃观光项目的建设已经进入瓶颈期，简
单复制很难实现初期的流量效应，创新建设的难度不
断加大。“当前，旅游的竞争已进入‘下半场’，已经不
单是旅游资源优劣的竞争，比拼的是旅游产品的深耕
细作、场景体验和特色服务。”吴丽云表示，借助科技，
结合本地的自然、人文资源特点，从提升用户体验上
进一步创新，是玻璃观光项目的重要方向。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玻璃观光项目
作为新兴旅游业态，建设与规范仍需要一段时间。从
目前来看，不管是行业主管部门，还是各地都已经开
始重视和关注，相信玻璃观光项目慢慢会“有序安全
合规”。

本报新余讯 （记者蔡颖辉）美丽
的仙女湖上，不时可见浮在水面的一
块块方方正正的“水上绿洲”。这是利
用生物科技治理水环境的生态浮床，
治污设施居然成为湖中一景。记者了
解到，仙女湖风景名胜区利用多种生
物科技手段整治水体，让水更清，环境
更美了！

日前，记者沿着风光旖旎的仙女湖
环湖绿道走进凤凰湾入湖口，被湖面上
漂浮着的一块块绿洲所吸引，几米见方
的绿洲排列组合成不同造型。据了解，
这是仙女湖为保护水质设置的生态浮
床，看上去像浮在水面上的草坪，却有
着很高的科技含量。这是应用无土栽
培技术，在水面上种植优培过的水生、
陆生植物，采用曝气复氧结合生态浮床
的方式提高水体溶氧量，消减氮磷含量
以净化水质，修复水生态系统。把浮床
模块做出不同造型，种植不同种类的植
物，除了净化水质外，还能打造出错落

有致的湖面景观。
除了水面建立生态浮床，在沿湖的

村落中，仙女湖区还建设了多个人工湿

地项目，用来过滤生活污水。在仙女湖
绿道旁的洋田村，多个人工湿地里的水
生植物生长茂盛。据悉，人工湿地是通

过建设雨污分流管网，将农村生活污水
引流到人工建造的湿地内，湿地中的水
生植物根系十分发达，通过吸附、滞留、
过滤、沉淀以及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
遮蔽等，达到净化水质的效果。在环仙
女湖各个村庄，都建有大小不一的人工
湿地，确保每一滴流入仙女湖的生活污
水都先净化一次。

在该区河下镇垱头村口的低洼
处，一座污水处理站格外显眼。经过
人工湿地过滤后的生活污水，进入处
理站后再次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治理。

“这水经过处理后，变得很干净了，异
味也没有了。”仙女湖区城乡建设交
通局干部傅春雷在污水处理站出水口
捧起一把水介绍说。“4 月 25 日，仙女
湖发现了几斤重的野生娃娃鱼。娃娃
鱼能在水体里健康生长，说明我们这
儿的水体非常洁净。”仙女湖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伍荣达高兴地告
诉记者。

治污设施成为湖中一景

仙女湖用生物科技保护一湖清水

悬空、透明、刺激……近年来，为了吸引游
客，玻璃桥、玻璃栈道、玻璃观景平台等玻璃观
光项目受到各大景区热捧。但随着时间推移，
玻璃观光项目的野蛮式发展、同质化竞争，特别
是安全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
我省发出通知，要求加强全省A级旅游景区玻璃
观光项目的监督管理，逐步规范玻璃观光项目
的建设及监管。

上饶灵山玻璃栈道。

吸引游客的同时安全问题受到关注

玻璃栈桥玻璃栈桥：“：“网红网红””之路如何走下去之路如何走下去
本报记者 龚艳平文/图

治理湖水的生态浮床。通讯员 伍荣达摄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罗斌、徐剑涛）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生米镇积极探索以

“跟案学、轮岗学、实践学”为核心的举
措，着力提升纪检监察干部业务素质，打
造一支在监督执纪方面能作为、敢作为、
善作为的铁军。

该镇纪委充分利用同南昌市纪委、
红谷滩新区纪工委联合办案的机会，要
求参与办案人员针对办案过程中调查取
证、审讯取供、安全办案等问题，向上级纪

委学习取经。同时，分批次安排监察联
络员到镇纪检监察办公室跟班轮岗学
习，由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手把手”“一对
一”地向新同志传授经验、加强指导，解决
乡镇纪检办案力量缺乏的问题。此外，
注重在工作一线和实践中培养锤炼纪检
监察干部，通过查办案件、监督检查、明察
暗访和专项整治等工作，让每名纪检干
部参与谈话、笔录、综合分析等环节工作，
提升纪检干部的监督执纪业务水平。

生米镇纪委着力提升监督执纪业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骆辉）日前，由省教育
厅和南昌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以“家校协
同，让孩子健康成长”为主题的家庭教育
主题宣传活动在南昌市邮政路小学启动。

近年来，我省以家校社合作育人为
抓手，充分凝聚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
等方面的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主
体、家庭配合、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五
位一体”育人格局。目前，全省共有12个

县（区）的400多所学校，50余万教师、家
长和学生加入家校协同育人平台，累计
培训家校合作指导教师5000余名，培训
教师和家长委员会代表超过1万人次。

邮政路小学是我省第三批家校合作
试点学校，该校通过加强教师学习培训、以
点带面开展集中教育、邀请家长参与学校
管理、分层级开设家长辅导班、开展亲子活
动等形式，全面加强家庭和社会教育。

我省开展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卞晔）爱心托起希望，
助学点亮梦想。6 月 11 日，由省慈善总
会、江西农商银行主办的 2019“农商银
行 助你圆梦”慈善助学活动在南昌启
动。今年，江西农商银行捐资上千万元，
将资助2060名贫困学生。

据悉，今年资助对象分为两类：一是
在11个设区市所辖区、25个贫困县资助
1060 名今年高考考取一本大学的家庭
困难大学生，资助对象包括城乡低保户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孤儿，每人发放
一次性助学金5000元；二是在25个贫困
县及赣南原中央苏区、罗霄山片区资助
1000名家庭困难的中职学生，资助对象

包括城乡低保户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
以及孤儿和重度残疾人家庭子女，每人
发放一次性助学金 5100 元。各地慈善
会将根据一本线划定情况和贫困学生家
庭情况组织申报，贫困生也可自行向当
地慈善会申报。

近年来，省慈善总会大力实施“善济
江西 脱贫攻坚”慈善扶贫专项工程六大
任务。其中“刨穷根”慈善教育扶贫项目
实施以来，已资助贫困大学生 3515 人，
发放助学金1824万元；资助贫困中职学
生 6935人次，发放助学金 3536.85万元；
资助贫困高中生 4350 人，发放助学金
3630万元。

“农商银行 助你圆梦”慈善助学活动启动
千万元资助2060名贫困生

本报新干讯（通讯员罗小群、周建
勇）宽阔笔直的沥青路、绿叶成荫的行道
树……行走在新干县农村“四好公路”示
范片区内的石新线路段，沿途美景“惊艳”
路人。据了解，该路段是新干成功打造的
第一条省级美丽生态文明示范路建设项
目，全长37.69公里，总投资1243.74万元。

近年来，新干以全面推进农村“四好
公路”建设为契机，重点打造石新线美丽
生态文明示范路，不仅提升了路域环境

“颜值”，更增添了干线公路的“气质”。
2018年，该县省级文明示范路建设投资
2106.5万元，通路里程达61.1公里，其中
省级生态公路1条。

新干打造美丽生态文明示范路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6月12日，记
者从全省学校红十字会工作会议暨能力
培训班上获悉，到 2019 年底，所有高校
都要成立学校红十字会，到 2020 年底，
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都要成立红十
字会。

会上对 2019 年至 2020 年全省学校
红十字会工作进行了部署，按照“六有”
标准（有热心红十字事业的带头人、有
稳定的志愿服务队伍、有规范的管理制
度、有固定的活动场所、有特色的工作

和活动、有一定的经费保障和必要的装
备设施），把学校红十字会真正建设成
为青少年事业的阵地。到2020年底前，
我省要创建 50 所红十字示范学校。各
级各类学校要为校红十字会工作提供
必要的工作条件，结合精准扶贫、应急
救护、平安校园、文明校园建设等，争取
财政和社会资金，培训红十字救护师资
和救护员，发展红十字志愿者，打造我
省独具特色的符合红十字运动宗旨和
青少年特点的品牌。

今年底所有高校要成立红十字会

日前，黎川县潭溪乡河西村贫困户正在艾草基地里劳作。今年，该县采取公
司＋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大力发展艾草产业，种植艾草5000多亩。贫困户通过土
地入股、务工和分红预计可实现年增收2000多元。 通讯员 吴维纲摄

“快!快!快!快把人抬上车……”6 月
10日 6时 20分许，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呼
喊声，一名落水妇女被南昌县八一乡后
曲村的几个村民合力抬上救护车，然后
迅速送往医院医治。而第一个发现溺水
者并实施营救的是该村今年已 75 岁高
龄的台属杨余干。

杨余干的女儿嫁在台湾，并在台湾
定居、做生意。据杨余干回忆，6 月 10
日一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家门口的
河边散步，一到河边他就看见有人在河
面漂浮。他来不及多想，毅然跳入水
中，奋力向对方游去，然后用尽全力将
落水者拖上岸。上岸后，他一边拍打落
水者的背部，让她把喝进去的水尽快吐
出来，一边大声叫唤邻居和闻讯而来的
村民拨打“120”。

据了解，落水者名叫徐永红，今年
51 岁，南昌县武阳镇人。事发当天 5 时
40 分，她出门前往亲戚家做客，因着急
赶路在中途不慎落水。目前，徐永红已
被送往南昌县人民医院进行医治，因呛
水时间较久，尚在重症监护室观察。6
月11日，徐永红的家属对杨余干的见义
勇为之举连声称谢，表示等徐永红病情
稳定后要上门感谢老人的救命之恩。

杨余干从小生长在河边，掌握了一
些溺水急救知识，而且平常就乐于助人，
是邻里公认的勤快人、热心人。事后，有
人问老人为何这么大的年纪还奋不顾身
跳下河去救人？老人说：“当时情况紧急，
人命关天，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也通晓些水
性，我多犹豫一秒那落水的人便多一分危
险，所以第一时间就下水救人了。”

南昌七旬台属勇救落水女
刘 磊 本报记者 郁鑫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