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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坛

本报抚州讯（通讯员陈菊莲、范强、
黄芳）抚州市今年创新党报党刊征订方
式，对各级党报党刊实施财政统一征订。

党报党刊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的重要载体，是传播社会主流价值、
引领舆论导向的重要舆论工具，是帮

助党员干部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
理论水平、拓宽工作思路的良师益
友。为确保党报党刊订阅经费，减轻
基层负担，抚州市决定党报党刊征订
资金由各级财政统筹安排解决，征订
的党报党刊按中央和省委、市委规定

的订阅范围和需要进行赠阅。
抚州市相关领导表示，将有限的

资金用于党报党刊征订，等于好钢用
在了刀刃上。政府埋单的做法得到基
层干群一致好评，全市党报党刊征订
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抚州对党报党刊实施财政统一征订

一串刺葡萄，颗颗自然味；一粒南酸枣，口口健康行；一
壶高山茶，淡淡沁肺腑；一片毛竹海，泠泠琴声邈……生态资
源富饶的崇义县，坚持“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绿色生态经
济有了长足发展。

如今，从崇义大山深处走出来的绿色食品，端上了天南
地北的餐桌，因零污染的原料和高标准的生产，这些绿色食
品从里到外都透着自然的味道。近日，记者深入崇义山间田
野，探寻了该县产业生态化的进展。

一串刺葡萄——普了科学美了味蕾
车行山水，记者抵达君子谷，谷中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眼前美景，出自庄席福之手。1995年，庄席福决定：将君

子谷承包下来，培植野生水果。如今，位于君子谷的野生资
源圃，仅刺葡萄植株就有1100多份，成为植物科研专家向往
的理想之地。

而后，君子谷被纳入中国科协、财政部2013年度“基层科
普行动计划”。君子谷刺葡萄也被录入中国葡萄教科书。

庄席福坚持用科研成果指导生产，他用一种特制的白色
纸袋将果实套包起来，既不影响葡萄采光，也能起到防止鸟啄
葡萄的效果，确保了葡萄的自然风味。

生态种植模式，为中国南方葡萄的无公害化种植提供了
示范样本。同时，该县不定期举办“刺葡萄栽培技术”培训
班，引导农户新种刺葡萄1500亩。

在两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中，干净纯洁、口感绵延、酒体丰
满的君子谷刺葡萄酒一鸣惊人，在世界葡萄酒之林站稳了脚跟。

如今，君子谷正深挖野生刺葡萄酒文化，创新中华民族
葡萄酒文化，让世界品味到崇义大自然的味道。

一粒南酸枣——有了身份大了市场
齐云山食品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推行“公司+基地+农

户”和“公司+农产品经纪人协会”的经营模式，落实“包南酸

枣苗、包技术服务、包收购”的“三包服务”，同时严格按照绿
色食品的要求，生产出来的南酸枣糕被国家绿色食品发展中
心认证为“绿色食品”。

该县出台优惠政策，对新造南酸枣10亩以上的农户，免
费提供优质嫁接苗木；对涉农项目向南酸枣产业建设倾斜，
在项目安排上向南酸枣基地倾斜。同时，每年组织专家对种
植大户进行技术培训。目前，全县南酸枣面积20万亩，年产
南酸枣鲜果3000吨以上，建成南酸枣采种基地1000多亩。

如今，“齐云山”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南酸枣糕
销往国内20多个城市，并出口至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一壶高山茶——富了农民响了品牌

走进阳岭茶场，老茶农刘红娣告诉记者：“在技术人员指导
下，我们农户开发了1300多亩茶园，大家腰包都鼓起来了。”

该县以茶树良种化建设为抓手，引导茶产业向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目前，该县拥有2亩以上茶园的农户
有1.24万户。同时，坚持“科技提升品质，瞄准市场增效益”的
理念，在种植加工、品种改良、市场开拓等方面对茶农进行培
训指导，茶叶效益从亩产1000多元增加到5000多元。此外，
每年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标准化体系建设、有机食品和无公
害农产品的发展、农产品的宣传推介等，培育绿色生态品牌，
引进产业深加工项目，大力培育地方优质农产品。坚持良种
化、市场化方向，以浙农117、龙井43、安吉白茶等品种为主，培
植“崇义高山茶”品牌，进而实现产销两旺。 （下转第2版）

山青地绿赢发展
——产业生态化“调出”崇义味道

陈洪明 本报记者 鄢朝晖

本报广丰讯 (记者张弛 通讯员
夏广凯、周红华) 初冬时节，广丰县洋
口镇古城村内绿树成荫，村容整洁有
序，民风淳朴和谐。这里卫生保洁、农
村低保、旧房改造等大小事务均由村
民理事会确定，做到了大矛盾不出村、
小纠纷不出组，创造了零上访记录。
这是该县创新社会治理带来的可喜变
化。今年以来，广丰县以需求、问题、
民生为导向，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体制
创新，民生清单不断兑现，治理难题渐
次破解，推动了城乡社会从“管理”到

“治理”的转变。
坚持需求导向，创新社会治理方

式。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广丰县今年制定出台了“1+N”系列文
件，涵盖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31个大
类 43件。同时，从狠抓城市管理顽症
治理入手，重点推进控违拆违专项整
治，共拆除违法建筑 3322 户、18.35 万
平方米。县里还以城乡社区为治理重
心，实施“美丽广丰、清洁乡村”工程，
成立了991个村民理事会，引导群众自
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如今，
全县 91%的自然村建起了以村民为主
体的长效保洁机制，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大幅提升，上访量比往年明显下降。

坚持问题导向，提高社会治理能
力。该县以问题倒逼改革、创新，建立
了交办督办制度，对群众提出的问题做
到即知即改、立查立改。目前，已转办
交办事项 1020 件，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943件。同时，狠刹乡镇干部“走读风”，
实行夜学夜议、民情夜访、微信联系群
众、首问负责四项制度，把为民服务从
8小时延伸到24小时，推动乡镇干部由

“走读”变“住读”。大力推进服务型政
府建设，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瘦身”，
行政审批事项由408项精简为83项，办
理平均时限由28.8天缩减为6.5天。

坚持民生导向，夯实社会治理基
础。该县坚持以共享发展成果破解社

会治理难题，将新增财力的70%以上用于民生事业，今年以
来，全县民生事业投入已达 16.33 亿元，同比增长 13.4%。
同时，着力抓好以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需求为
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以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治安防控为
重点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启动了丰溪河“一河两岸”综合
改造、老城区背街小巷综合改造、广丰中学新校区建设等群
众最为关注的“民生十大实事”。县里还加快搭建民生互动
平台，借力实名微信等新媒体，创建了 90 多个微信公众平
台和200多个微信工作群，让党员干部随时接受群众的“微
诉求、微建议”，并开启了新闻发布会、电视问政等“民意直
通车”，赢得了城乡群众的点赞。

本报南昌讯 （记者肖苏萍、杨建
智 通讯员陈丹）近日，南昌市湾里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正式通过省
旅发委专家组评审验收，这意味着湾
里将成为全省首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以此为契机，该区全面掀起了创建国
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县区、国家中
医药健康养生旅游示范区的热潮。围
绕休闲度假、健康养生、文化体育、观
光农业四大产业体系，湾里区在探索
创新中逐步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特
色发展、差异化发展之路，初步成为南
昌“生态最优良、城乡最美丽、旅游最
聚焦、特色最鲜明”的区域发展板块，
筑起了江西休闲旅游的一块新高地，
刷新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新样板。

湾里是江西有名的“城中山”，生
态、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为了将资源优
势提升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城市改
造首先进行。今年3月26日，该区启动
了第三轮旧改房屋征收拆迁工作，仅用
60天时间便完成了 3095户、73万平方
米房屋的征收工作。有了旧城换新颜
的基础，该区将争创国家生态县区、国
家旅游度假区、国家中医药健康养生旅
游示范区作为全区的中心工作来抓。

国家旅游度假区是国内高水准、
高知名度的旅游度假区域，目前，全国
只有 12 处，我省还未实现零的突破。
今年以来，该区先后实施了湾里工业
文明纪念馆、湾里书画艺术苑、梅岭明
清文化园、梅岭竹海明珠 4A 级景区、
区级游客集散服务中心、七色花海、旅
游星级公厕等一批项目建设，按照“城
区大公园、农村大景区”的理念，对城
区、景区主干道路园林绿化及临街建
筑进行了提升改造，先后举办了赏花
节、啤酒节、泼水节、溯溪节等系列旅
游活动，并通过了省级旅游度假区的
评审验收。

湾里区将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与
创建国家生态县区、国家中医药健康

养生旅游示范区有机结合起来，以全新的理念和方式，打造
我省都市休闲旅游新高地。该区先后投入1.24亿元，建设4
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全区森林覆盖率升至 73.7%，创建国
家级生态镇3个、省级生态村4个、市级生态村35个。目前，
该区已顺利通过省级预审和国家环保部门的技术评估，有
望今年底成功创建国家生态区。

高标准的“三区”创建工作，带动了湾里休闲旅游的快
速发展。今年1至10月，该区共接待游客404.42万人次，同
比增长 51.5%：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1.53 亿元，同比增长
52%。如今，“走进湾里、走近健康”已成为南昌乃至省内游
客的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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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静）11月14日，记
者从省公安厅获悉，我省《关于进一步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
意见稿）目前正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该意见实行更加宽松的落户政
策，释放出的信号令人关注。

根据《意见》，户籍制度改革以“实
行差别化落户政策，有序放开南昌市

中心城区落户限制，积极放开其他设
区市中心城区落户限制，全面放开县
级城市和建制镇落户限制”为总思路，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 2020 年，力
争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或达到
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0%左
右，努力实现63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
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意见》提出，符合条件的以下五类
人员可在南昌中心城区落户：夫妻之间
投靠配偶到城市落户，不受居住年限限
制，可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子女
投靠其父亲或母亲到城市落户，可在当
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父母投靠其成年
子女在城市落户，不受年龄限制，可在
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下转第2版）

放开城镇落户限制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我省户籍制度改革公开征求意见

11月12日，备受市民关注的南昌市红谷隧道项目工
地上，工程车辆来回穿梭，重型机械忙于作业。目前，赣江
西岸的围堰已经基本成型。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本报讯（记者张武明）根
据省委统一部署，省委6个巡
视组分别对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省
水利厅、省环保厅、省林业厅、
省民政厅开展为期 40天的常
规巡视。11月12日至14日，6
个巡视组全部进驻到位。

这是今年省委第三轮巡
视工作。在巡视进驻动员会
上，各巡视组组长就即将开展
的巡视工作作了动员讲话。
本轮巡视重点了解被巡视单
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特别是
主要负责人在党风廉政建设、

作风建设、执行党的政治纪律
和组织纪律、执行民主集中制
和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线
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不
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
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
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的问题线
索。同时，对反映下一级主要
负责人的问题线索，巡视组也
要了解掌握。

各巡视组均公布了巡视
期间的专门联系电话、邮政信
箱和电子邮箱，受理举报反
映。巡视组每天受理电话和
接访的时间为8：30至17：30。

省委巡视组第三轮
巡视全面展开
6个巡视组已全部进驻

不久前，一位领导干部
在会议上说：“做事要有长
远眼光、长期规划、持之以
恒，这方面要学习银杏树，
它在自然条件下从栽种到
结银杏果要20多年，40年后
才能大量结果，因此又叫

‘公孙树’，有‘公种而孙得
食’的含义。”

“公孙树”几十年方有成
果，所以其恒心和定力令人
钦佩。它身上集中体现了三
对辩证关系：当下与长远、大
我与小我、显绩与潜绩。其
实，做人与为官何尝不应如
此？尤其为官者，更应处理

好当下与长远、大我与小我、
显绩与潜绩的关系。这就要
求我们要少做急功近利之
事，多做打基础、管长远的事
情；要始终坚持为人民谋利
益的政绩观，处理好人民利
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要有
淡泊名利、“功成不必在我”
的思想境界。为政一方就要
一张蓝图画到底，一茬接着
一茬干。若三天打鱼两天晒
网，换个领导换种思路，政策
朝令夕改，那啥事也干不成、
办不好。

为官当学“公孙树”，深
扎恒久乃大成。

为官当学“公孙树”
胡光华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
珠海航展成了国内外直升
机同台竞技的大舞台，江西
企业在直升机的舞台上唱
起了主角。

在 3 号馆内，作为中航
工业直升机研究所设计的
最新作品，AC3X2直升机受
到国内外各大媒体的高度
关注，甚至被称为“最美中
国直升机”。

AC3X2 负责吸眼球，
A311则忙着吸订单。由中航
工业直升机研究所设计、中
航工业昌飞研制生产的A311
直升机，是一款2吨级多用途
民用直升机，最多搭载6名乘
员，被誉为“空中小精灵”。8
月14日，在AC311的基础上

研制成功出的AC311A直升
机成功实现首飞。

“空中小精灵”不愧为
市场的宠儿，目前已有10架
AC311 交付客户并成功运
营。本届航展上，中航工业
直升机成交的百架民机中，
就包括46架AC311直升机，
是订单数量最多的机型。

在停机坪一角，记者看
到一个小直升机群体，很受
航空爱好者的欢迎。它们都
是江西的产品，其中两款双
人座直升机，只需加注普通
97 号汽油，价格 160 万元左
右。生产公司业务主管称，
面对国家即将放开低空领
域的机遇，公司主打小型直
升机，抢占通用航空市场。

江西直升机珠海航展唱主角

11月12日，设在安福县的江西液压件有限公司，工人正
在装配液压件。该县选定高技术、高产出、高附加值的液压
机电产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点，不断完善产业链，打
造产业集群。目前，落户该县园区的液压机电企业已达40余
家，总投资超100亿元。 本报记者 林 君摄

本报讯（记者桂榕、李冬明）11月
14 日，省长鹿心社在南昌会见了中国
电信集团总经理杨杰以及总参谋部和
南京军区客人。省委常委、省军区政
委马家利，省军区司令员张晓明，副省
长李贻煌参加会见。

鹿心社对杨杰等一行来赣表示热
烈欢迎，对中国电信以及总参谋部和
南京军区长期以来给予江西经济社会

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说，信息产业是国民经济重要基础产
业，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经济社会各
个领域。目前，江西正在大力推进信
息化建设，促进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融合发展。希望
中国电信充分发挥网络、技术、服务等
优势，积极参与我省各行业各领域信
息化建设，加快“宽带江西·光网城

市”、4G 基础设施、云计算基地等方面
建设。希望总参谋部和南京军区在资
源配置、人才支撑、资金投向方面给予
江西省军区更大倾斜。

杨杰等表示，近年来，江西信息化
建设加快推进，成绩显著，这与江西省
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今
后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江西革命老区
信息化建设。

鹿心社会见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等客人

红谷隧道西岸围堰基本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