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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萍乡市民生活中一件大事喜事，就是喝
上了期盼已久的山口岩水库的水。6 月 25 日，萍
乡白源水厂正式向市区供水，白花花的山泉水流
入千家万户。

投资 8.5 亿元、历时 6 年多建成的山口岩水利
枢纽工程和白源水厂主体工程，改写了萍乡的供
水格局。城市每天新增 10 万吨的供水能力，超过
现有供水量的总和。供水管网从单向到双向，整
个萍乡城区范围内供水水压明显提高，水量得到
充分保障，水质明显改善。

萍乡地处赣湘水系分水岭，无大江大河过境，
水资源相对缺乏，是全国 110 个严重缺水城市之
一。随着城市发展，城供水不足与经济发展的矛
盾日益凸显，萍乡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抓
住国家扩大内需，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大好机遇，下决心斥巨资大兴民生水务，全力解决
这个“老大难”问题，让市民用上放心水。

据统计，2009 年至 2013 年的五年间，萍乡水利
建设项目投资总额为 47.9 亿元，年均投资规模为
9.58 亿元，比前五年均值增长 14.9 倍，其中用于解
决供水问题的投资达到 13.9 亿元。具体包括山口
岩水利枢纽工程 7.3 亿元、白源水厂 1.2 亿元、供水

管网建设和改造 1.5 亿元、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3.9
亿元。

供水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2011 年 7 月，萍乡
市供水公司和香港主板上市公司中国水务集团成
立合资公司萍乡水务有限公司，负责运营萍乡城
市供水业务。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2.67 亿元，其中
萍乡供水公司以净资产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49%、中
国水务集团以现金出资占资本的 51%。外资的注
入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对促进萍乡城市供水事业、
加强供水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

供水管网建设改造强力推进。2011 年以来，
萍乡水务有限公司相继老城区学前巷、南正街、北
正街、东门等地段的老化供水管网进行了改造，同
时铺设新行政中心供水主管，解决高铁站供水问
题，铺设沿 320 国道和 319 国道及建设东路的主输
水管道，对接白源水厂出厂水，使白源水厂的优质
水顺利进入城区。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成效显著。五年来，有 58.1
万农村居民和 8.9 万农村学校师生喝上放心水。
今年已落实资金 7584.24 万元，为 16.54 万农村居民
和农村学校师生解决饮水安全问题。未来 5 年内，
基本实现农村自来水全覆盖。

萍乡十分重视供水安全。编制出台了《萍乡
市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安全达标建设总体方案》等
一系列水资源保护规划和政策措施。开展水污染
源集中整治行动，对山口岩库区、麻山河流域进行
专项执法巡查和对锅底潭水库水质保护进行专项
整治。计划投资 2.5 亿余元，实施山口岩水库饮用
水水源地保护工程、麻山水厂和五陂下取水口上移
工程。萍乡水务有限公司新建了化验中心，购置了
先进的检验设备，定期配合有关部门对水质进行化
验监测，目前水质综合合格率达到 99%以上。

今年 5 月，萍乡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水生态文
明城市建设试点城市，萍乡水务工作即将迎来一
个全新时代。当前，萍乡正在加紧制定《萍乡市水
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他们将围绕

“科学高效的水管理体系、配置合理的水保障体
系、系统完善的水安全体系、人水和谐的水环境体
系、赣西特色的水文化体系”五大水生态体系工作
思路，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水资源开发、利用、治
理、配置、节约、保护的各方面和水利规划、建设、
管理的各环节，力争通过 3 至 5 年时间，初步建成

“河畅、水清、湖美、岸绿”人水和谐全国水生态文
明城市。

让市民喝上放心水
——萍乡大兴民生水务纪实（上）

本报记者 唐彩萍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陈利刚、曹思
珍）樟树市以文化兴市为契机，把深挖特
色文化资源，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升温升
级作为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抓手，通过
规划引领、项目支撑、产业融合，全力打
造文化休闲游、养生度假游、工业游和乡
村游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精品旅游项目，
促进了旅游产业的赶超发展。目前，该
市已有2A级景区2个，省级乡村旅游示
范点 2个，3A级乡村旅游景区 1个。今
年1至7月，全市共接待游客133.7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8亿元。

该市利用独特的“药酒盐、古道闲”
等自然、人文特色资源，围绕打造“中国
第一养生天堂”和江西旅游新地标，主动
融入全省旅游网络，对全市旅游资源进
行统一规划、有效整合、深度开发，着力

建设融国教、国药、国酒于一体，集休闲、
疗养、保健于一堂的养生休闲旅游胜
地。聘请专家编制《樟树市旅游业发展
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阁皂山药道养生、
中国古海休闲度假、三皇宫历史文化街、
吴城商邑文化、筑卫城远古文化等旅游
板块，形成以葛玄路养生休闲旅游带为
轴，以筑卫城、吴城文化创意旅游区为翼
的“一轴两翼”集群规划体系。该市投资
1亿元拉通了从城区直达景区的旅游公
路，投入 1000 余万元完善配套设施，开
通旅游观光专线。市财政每年还安排
6000万元用于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等“一条
龙”服务，让游客“既有看头，又有玩头”。

旅游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项目
的支撑。该市在用地、用工、税收、配套

服务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吸引客商前
来投资兴办旅游项目，以大项目拉动旅
游产业聚集发展。投资31.65亿元的“中
国古海”养生旅游项目，依托该市丰富的
岩盐资源，巧打“盐文化”休闲旅游牌，开
发海洋之恋、养生会馆、3D漂浮影院、盐
晶动感SPA、大极盐泥馆等特色景点，创
立“旅游+养生”新模式，填补了复合型养
生旅游度假项目的市场空白，为江西旅
游在红、绿、古的基础上增添了一道“蓝
色”风景。该景区刚开业不久，就出现了
游客“井喷”现象，单日最高接游量突破
8000人次。投资6.8亿元的阁皂山旅游
开发项目，依托悠久的道教文化资源，着
力打造以养生保健、休闲度假、旅游观
光于一体的养生福地，与中国古海景区
遥相呼应，形成了资源共享、客源互送、

联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该市注重文化旅游业与工业、农业

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将文化旅游元素注
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建设，重点打造仁和863医药科技园、
四特酒文化城、三皇宫历史文化街区和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关联项目，使全
市各地景点串点成线。同时，依托独特
的生态资源，在葛玄路沿线大力发展乡
村游、采摘游、观光游、农家乐等休闲文
化旅游，通过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农
家活，看农家景，享农家乐，让游客体验
返璞归真的乡村生活。目前，该市已发
展星级农家旅馆3家、农家乐104家，三
层楼、松湾、芦岭、大汗等地的“农家乐”
已成为全省闻名的乡村品牌旅游点，年
均接待游客超过80万人次。

规划引领 项目支撑 产业融合

樟树文化旅游产业风生水起 本报瑞金讯 （通讯员姜建明）
为纯洁师生之间的情谊，倡导良好的
社会风气，瑞金市全体中学教师，通
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向社会发
出公开倡议，拒赴“谢师宴”、“状元
席”，在全市引起了热议。老师们向
社会公开承诺，不吃一餐学生家长的
宴请、不抽一支学生家长的烟、不收
受学生家长的任何礼品。

这一倡议得到了瑞金市大力支持，

瑞金市纪委、监察局已起草文件，严禁领
导干部摆设“升学宴”，发现一起将严肃
查处一起。为倡导这一文明风尚，瑞金
在全市还广泛开展“文明谢师、短信传
情”短信征集活动，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

“文明短信”谢师的氛围。目前，瑞金市
征集到谢师的文明短信1200多条。瑞
金三中的老师欣喜地说：“对于同学用短
信表达的这种谢师之情，内心一样感到
很温暖。”

瑞金倡导文明短信谢师恩

本报崇仁讯 （通讯员崔伟群、刘
丽）为端正社会风气，崇仁县采取有
效措施，为“谢师宴”提前打好预防
针，严禁党员干部借子女升学大摆筵
席，收敛钱财。

县纪委通过发送廉政短信，利
用县有线电视台等媒体宣传中央
八项规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
等规定，营造廉洁自律的氛围。同

时，明确规定全县各级领导干部操
办宴席必须向县纪委廉政室报告
备案，且宴请数量不得超过 10 桌。
此外，县纪委监察局设立了举报电
话，接受群众监督。并不定期组织
人员对本县宾馆、酒店等场所开展
明察暗访，凡发现党员干部违反规
定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
党政纪处分。

崇仁党员干部摆宴须报告

本报修水讯（通讯员卢和）为防止
党员干部借子女升学之机敛财，修水县
提前部署，严把四关叫停“升学宴”。

严把制度关，该县要求全县各级
党员干部做到严禁违规操办和参加
子女升学宴等“六个严禁”；严把教育
关，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集体谈话、
个别谈话、签订责任状、下发提醒通
知书、发送廉政警示短信；严把监督

关，公开监督举报电话，认真受理群
众举报，成立督查暗访组，采取专项
检查、明察暗访等形式，深入各餐饮
娱乐场所进行专项督查；严把惩处
关，对举报反映或督查发现的线索，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同时
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责
任，又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
责人的责任。

修水把“四关”叫停“升学宴”本报星子讯（通讯员潘志锋）受近
期持续晴热高温及上游来水较少影响，
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水域面积也大幅

“瘦身”，低于历史同期水平。
8 月 13 日 8 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

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 16.17 米，比 12 日
8 时水位下降 0.09 米，比半个月前下降
2.51米，低于历史同期达 1.59米。鄱阳
湖水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鄱阳湖当前
水位以平均每天 10多厘米的速度快速
下降，水域面积已大幅“瘦身”至 2930
平方公里，比半个月前 3500 平方公里
的水域面积“瘦身”近六分之一。

鄱阳湖大幅“瘦身”
低于历史同期

本报龙南讯 （通讯员李慧）日前，
龙南县政府收回县人民医院股权，标志
着结束了该县 11 年没有县级公立医院
的尴尬局面，回应了群众长期以来的呼
声。

由于历史原因，从 2003 年开始，该
县县级医院全部转制为民营，干部群众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不到有效保障，意
见很大。该县破除思想、资金、人才、体
制等障碍，收回了县人民医院股权。收
回后的龙南县人民医院性质为政府举
办的公立性二级综合医院，打破民营医
疗机构独占龙南二级医疗市场的格
局。同时，该县按照赣州南部区域综合
性三甲医院的标准，已开工新建了总投
资2.6亿元的县第一人民医院。

龙南收回
县人民医院股权
告别11年无县级公立医院历史

本报景德镇讯（见习记者曹耘）近
日，记者从景德镇市外宣办获悉，为弘
扬江西悠久深厚的灿烂文化，讲述好江
西故事，传播好赣鄱声音，中央电视台
与我省合作打造的四集大型人文历史
纪录片《景德镇》已正式开拍。央视摄
制组成员们来到景德镇，开始了为期两
个月的全程取景拍摄，摄制完成后，该
片将在央视综合频道、纪录片频道及江
西电视台等平台播出。

据悉，《景德镇》是一部全面反映景
德镇人文、历史、社会风貌的纪录片，将
全面展现景德镇陶瓷在世界陶瓷发展
史上的独特地位。据了解，该片已被列
为中央电视台 2014 年的重点项目纪录
片和国家重点对外宣传项目。

纪录片《景德镇》开拍

本报贵溪讯 （通讯员李杨、宋贰
云）贵溪市首次在白田乡、泗沥镇、罗河
镇、塘湾镇等 4 个乡镇和四冶公司开工
建设保障性住房1000套，保障范围率先
向乡镇延伸，惠及城市周边居民，日前，
基础工程建设已开始全面施工。

近年来，贵溪市多方筹措资金，加

大投资力度，从2007年启动保障性住房
建设以来，先后建设保障性住房 6176
套，32.55 万平方米，总投资为 4.44 亿
元。其中，建有经济适用房360套、廉租
房 4763 套、公共租赁房 1053 套，棚户区
改造 2402户，圆了近 1 万户困难家庭的
安居梦。

贵溪首建1000套乡镇保障房

大家都喊他“扫帚叔”，50 年来，他
与扫帚结下了不解之缘 ，经他手扫坏的
扫帚两千多把，清扫垃圾120多吨；50年
里，他每天风雨无阻地坚持清扫住处附
近的垃圾，当了名义务且自费买清扫工
具的编外清洁工。

这位“扫帚叔”名叫徐山林，今年已
80高龄，是东乡县红星垦殖场一名普通
的退休员工，1958年从外地来到红星垦
殖场工作。来到红星的第 6 年起，他便
抡起了扫把，开始了他长达 50 年的“清
扫人生”。

谈及徐山林 50 年前开始清扫卫生
的初衷，他笑了笑说，开始纯粹就是看着
满地的垃圾不舒服，一扫为快。那天，他
觉得能为大家做一点事非常快乐，而这
一扫，就不可收拾。从总厂扫到食品厂，
从食品厂扫到制药厂，只要他在哪里，哪
里的卫生环境就干净整洁。

1981年，徐山林搬入了红西区的一
套职工宿舍。红西区住着红星垦殖场几
百号员工，宿舍区有一条长长的街道，徐

山林搬进来的第一天起就当了街道义务
清扫工。每天一大早，他就抡起扫把开
始“清扫锻炼”，从路头扫到路尾，边扫还
边嘱咐沿路的大人小孩不要乱抛垃圾，
自觉爱惜环境卫生。扫地，成了他生活
中重要内容，也给他带来了健康，“我年
轻时没扫地前身体不是很好，动不动就
感冒，扫地后就没哪里感到不适，很健
康。”年已80的他，身手敏捷得像个小伙
子。

在徐山林带动下，有些老人小孩主
动加入清扫行动，大家出车子出铲子，帮
助徐山林一道将沿街的垃圾清掉，红西
区成为整个红星垦殖场和谐文明榜样社
区，而徐山林，大家都尊称他为“徐老”，
德高望重的他备受大家尊敬，邻里间有
什么纠葛和过节，都愿意找徐老来解决。

在红星垦殖场，红西区的徐山林成
为厂里的卫生明星。红西区社区负责人
说，徐山林扫出了一个清朗世界，是对大
家精神及行为杂质的大清除，在倡导社
会主义价值观的今天很有意义。

“扫帚叔”的清扫人生
胡 强 孙晓霞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刘学武、宋俊
义、钟海明）“农民要致富，支部来带
动”，在永丰县藤田镇中西山村，靠种植
百合致富的邹先佑，常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一句简单的话，道出了产业党支
部在村民心里的位置。

近年来，该县按照建基地强产业、办
专业协会（合作社、家庭农场）、建支部增

强带动的思路，积极引导种养大户组建各
类专业合作社、销售协会等合作经济组织
315个，发展家庭农场733个，成立产业支
部48个，社员达15570人；以26个市级农
业龙头企业为纽带，采取“公司+基地+合
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
3万多户农户从事种养，农民仅从这一项
年户均纯收入就达2000元以上。

永丰产业党支部成致富领头雁

近日，两名工人在瑞昌市桂林街道五里村居民丁健家屋顶上安装太阳能电池
板，为光伏发电作准备。今年上半年，该市已有20户居民在自家屋顶上安装了光
伏发电装置。 本报记者 何深宝摄

➡ 8月12日，在吉安县凤凰工业园区先歌音
响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在忙着组装音响。近几
年来，该县加大招商引资步伐，吸引一些国内、国
际知名品牌企业落户园区。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 8月13日，江西赛维LDK公司硅料生产
线复产后首炉多晶硅料顺利出炉，出品的硅料各
项指标均优于停产前国外团队指导生产的各项指
标，品质达到国家一级料标准。

本报记者 徐国平摄

⬆ 8月7日，女工在赣州超越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线上忙碌。赣县从用地、融资、人才、技术等
方面向市场前景广阔、成长性较好的企业倾斜。

通讯员 朱建华摄

工业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