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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坯房改造新建修缮动工 6935 户，
保障性住房全部开工建设；建成公办幼儿
园 20 所，新增学位 1500 多个……一件件
饱含深情的惠民实事，在这个寒冬让龙南
百姓倍感温暖。

“看病难”破题了
前不久，家在杨村镇坪湖村的徐敏华

来到县人民医院。一进医院大门，他发现
急诊室更宽敞了，住院病房被粉刷一新，
不少医疗设备也是新购置的。“现在在这
里看病很优惠，比如一盒阿莫西林，比以
前便宜了近3块钱。”

不少龙南百姓和徐敏华一样，也感受
到了这种变化。而这一切，要得益于龙南
成功收回该医院的股权，让医院从姓“私”
重新变为姓“公”。

11 年前，当地县级医院全部转制为
私营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再有保障，
群众意见很大。今年，在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中，龙南党员干部与群众
面对面交流，了解到大家这一心声后，坚
持以问题为导向，破除思想、资金、人才
等障碍，筹资 4080 万元回购了县人民医
院股权。

在离老城区不远的龙洲片区，一个投
资2.6亿元的赣州南部区域综合性三甲医
院也在开建。“困扰大家多年的看病难、看
病贵‘顽疾’，今年终于‘治’好了。”徐敏华
高兴地说。

安居梦有着落了
前几年，里仁镇正桂村的钟全坤还住

在破旧的泥砖房里。而今天，70 多岁的
她已经有了一个50平方米的新家。

对于钟全坤这样的农村困难家庭，龙
南实行联户合建、亲朋帮建、盘活置换、集
中供养、乡村统建，让他们也能搬出土坯
房，住进红砖房。通过政府兜底筹资的方
式，统一建好5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交钥

匙给这些人直接入住。目前，龙南在 94
个村建起保障房429套，1721名特困群众
从中受惠。“要感谢现在的好政策，让我们
得到了实惠。”钟全坤说。

在龙南，生活在偏远村落的农民有
2.6万人。如何让这部分人搬出山区摆脱
贫困？龙南实施移民搬迁进城进园，去年
7月至今，启动“金塘花苑”和“新圳花苑”
建设项目，合计建设4084套公寓房。

8月31日，“金塘花苑”举行了第一期
摇号分配，摇出263名农户。

上学路不遥远了
走进临塘乡大屋村幼儿园，一群天

真可爱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欢
快地做着游戏，清脆的笑声在小山村久
久回荡。

“小孩能在家门口上学，真好！”说起
这个今年新开办的公办幼儿园，村民赖根
娣一脸灿烂。她说，之前村里没有幼儿

园，只能把女儿送到圩镇，大人接送很不
方便，随着新办幼儿园越来越多，已经不
存在这种情况了。

和赖根娣一样，有同样感触的家长，
在龙南不在少数。仅今年 9 月，龙南就
有 15 所乡镇和村级公办幼儿园开园办
学，1500 多名适龄儿童实现了就近入
学。到 2015 年，17 个乡镇都将有 1 所公
办幼儿园。

新增幼儿园缓解了入园难，而改变过
去的招生模式，实行摇号招生，则让孩子
享受到公平教育。对于这个变化，龙南镇
文化社区居民廖房石最有发言权。从当
初提交材料申请报名，到公开摇号、社会
公布，最后孩子进入县幼儿园就读，他经
历了整个过程。

今年，龙南积极推行学区制，义务教
育学校和幼儿园实行划片招生、免试入
学，对县幼儿园等5所学校则实行摇号招
生，彻底解决了上学难问题。

暖意龙南
傅 亮 本报记者 鄢朝晖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程永康、向斌、刘腾）近年来，
樟树市从战略高度重视并坚定发展循环经济，以资源高
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动力，推
动循环经济向各个领域渗透延伸，打造县域经济发展升
级的“绿色样板”。继去年获评省级循环经济试点城市
之后，该市又在积极申报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

该市以产业园作为循环经济重点区域，规划建设了
盐化基地、福城医药园、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药饮片
保健品创业园、药都医药物流园、金属家具产业园等 6
个特色园区，搭建循环经济项目承载平台。通过科学调
整工业企业和产业结构布局，强化园区企业横向、纵向
联系，该市构建起盐化、医药、食品加工、金属家具等 4
大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上下游产品配套、企业相互协
作的绿色发展格局。在盐化基地，晶昊盐化公司以岩盐
为原料生产出纯碱，纯碱又作为玻璃项目的主要原料直
供宏宇能源公司。一个项目让晶昊、宏宇两大企业亲密
牵手，实现了原材料园区内部链式供给。目前，该市大
部分盐化企业原材料可通过园区管道就近供给，所有盐
化企业的工业副产品、废气、废渣都实现了循环利用，废
水循环利用率更是高达100％。以循环经济产业园为依
托，宏宇能源、四特酒公司、仁和集团等一批高效能、可
循环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狠抓技术革新和工艺改造，是该市推进治污减排、
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有力措施。该市设立循环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环保专项资金、节能专项资金以及技术改
造专项资金，每年投入上千万元“真金白银”鼓励企业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建立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技术
创新机制和技术支撑体系。3年来，该市工业企业技改
投入不低于当年销售额的 10%。每年在废水、废渣、废
气中“淘金”上亿元，7成规模以上企业废气、废水、废渣
的回收率在90%以上。

此外，该市还突出项目带动，重点推进70个循环经
济项目建设，涵盖工业、农业、服务业、城建、环保等5大
类，将循环经济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该市还制定配套
的财政、税收等政策，规定凡属循环经济的项目，一律绿
灯放行、优先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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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新余市
仙女湖畔湖陂村村民在
新改造的村道中散步。
目前，该市打造33个村
级党的建设和新农村建
设综合示范点、一村一
品产业发展示范村、新
农村建设样板村、村落
社区建设先行村。产业
转型基本完成，让原先
的落后村变成如今人居
生态环境靓丽优美的生
态村。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本报东乡讯 （通讯员胡泊）虽
是冬日，可行走在东乡经济开发区
东升、东腾、东辉三大工业园，顿感
项目建设热浪滚滚：投资 30 亿元的
太阳能电池板项目开工建设，一期
投资 1.6 亿元的聪明一佰乳品项目
建成并试产，总投资 30 亿元的书源
科技部分生产线建成并投入批量生
产。这些大项目的实施，为东乡医
药化工、机电冶金、轻工纺织三大主
导产业强筋壮骨，有力地推动了产
业发展提速增效。

今年以来，该县以推动产业升

级为核心，加强分类指导，实行“一
业一策”，重点培育医药化工、机电
冶金、轻工纺织“三大百亿产业”，着
力打造全国变性淀粉产业、全省大
输液生产、全省棉纱纺织品生产和
全省汽摩配件生产“四大基地”。引
导企业加大投资力度，研发和生产
新产品，提升档次，打造品牌。

前三季度，该县三大主导产业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县规模以上企
业比重91.4%，其中医药化工、机电冶
金、轻工纺织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分别为31亿元、59亿元、37亿元。

东乡“一业一策”促主导产业升级

本报景德镇讯 （记者曹耘）从
科研团队开发的“纳米修饰陶瓷
膜”、“大规格超薄建筑陶瓷砖”等一
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陶瓷新材
料、新技术，到艺术家和年轻设计师
创作设计的陶瓷作品亮相2014年北
京APEC会议……近年来，景德镇陶
瓷学院在继承发扬自身百年教学传
统的基础上，确定了“应用技术型大
学”的转型发展定位，面向行业发展
的前沿和需求，努力培养应用创新
型人才，取得丰硕成果。

“与时俱进，适应行业的发展与
要求”，这是景德镇陶瓷学院管理者
和教师的共识。近年来，陶院始终

坚持立足陶瓷行业前沿和地方经济
发展需求，培养理论与实践并重、适
合行业需求的应用创新型人才，致
力推动产学研有机结合。学校现有
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1
个、省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3 个、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 4 个，
2013年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国家级项目 15 项；近年来，陶院
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0%以
上。学校积极牵头组建产学研联
盟，与景德镇、高安、佛山、潮州、淄
博、醴陵等 16 个主要产瓷区开展了
全面的产学研合作，累计实现经济
效益近百亿元。

陶瓷作品添彩APEC会议 人才辈出享誉业界

景德镇陶瓷学院
培养应用创新型人才结硕果

本报安义讯（记者陈化先 通讯
员魏继禄）“五山一水三分田，一分道
路和庄园”，属多山丘陵地区的安义
县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不断加
快，项目建设用地需求随之增加，土
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
矛盾，安义县先行先试，2012年承接
产业转移基地片区试点项目，2013
年通过了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
开发利用项目，两年来共新增建设用
地控制规模达 2129 亩，解决了 20 多
个产业项目建设用地需求。

为切实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拓展
用地空间，该县认真组织实施“低丘
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
工作，率先出台环境保护政策措施、

拆迁补偿措施、资金管理政策措施；
编制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地址灾害评
估方案、矿产压覆报告等相关方案；
同时完善土地征收听证、耕地占补平
衡等工作。2012 年，该县在产业转
移基地片区试点项目上落实了洪安
化工、中迅农化等10多家产业；2013
年，低丘缓坡荒滩等未利用地开发利
用试点项目区落实了泰格尔无人机、
余润铝业等13户产业用地。通过向
山丘要地，拓展集约节约用地空间，
把低丘缓坡土地优先纳入规划，各类
建设用地上山比例明显提高。如今，
该县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试
点工作取得实效，有效缓解了县域经
济建设发展需求的不足。

安义利用低丘缓坡拓展工业用地

在著名的“中国蜜橘之乡”南丰
县，今年的南丰蜜橘采摘休闲游可谓
是“火了一把”：来南丰采摘休闲旅
游的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都实现了
成倍增长，仅 11 月份，该县“橘园游”
就接待游客 24 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5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16 亿元，
同比增加了 54.28%。这一串数字的
背后，不仅反映了“橘园游”的火爆，
更折射出南丰蜜橘古老产业的华丽
转身。

2013 年 9 月 ，“ 中 国 最 美 铁
路”——向莆铁路正式开通，在南丰
穿境而过。这让南丰县看到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该县决定乘着铁路穿
境、加快区域合作的东风，以“橘”为
媒，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立足 70
万亩独一无二的蜜橘产业优势，加快
蜜橘与休闲旅游的融合，推进蜜橘产
业升级，将蜜橘销售从单纯的卖鲜果
转变到发展休闲采摘旅游。

该县以打造成为江西新的旅游
目的地，以及上联昌抚、下接海西的
休闲度假“后花园”为目标，以70万亩
浩瀚橘海为旅游底色，突出生态理
念，紧密结合地方橘文化、傩文化、宗
教文化、曾巩名人文化等特色文化，
高标准、高质量地兴建了观必上乐
园、青源生态休闲农庄、傩文化古村、
潭湖养生岛等 31 个乡村旅游示范
点。同时，以“政府主导、市场主体”
思路为引领，积极倡导和鼓励橘农投
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目前，该县橘
农自发整合橘园、鱼塘、菜园等资源，
在家门口搞起了“农家乐”，橘农从事
乡村旅游近万人，涌现“农家乐”200
余家。

为进一步聚集人气，引爆“橘园
游”，壮大旅游业，拓宽橘农增收渠
道，该县唱响“世界橘都·休闲南丰”
品牌，强力开展休闲旅游品牌推介，
投入700多万元，在江西卫视、东南卫

视每日新闻联播前播出“休闲南丰”
四季游宣传片。成立 12 支由县领导
带队的宣传推介队伍，分赴福州、厦
门、莆田、南昌、九江、赣州、上饶等闽
赣两省的主要市（县）进行宣传推介，
与当地的合作社签订客源互输协议，
拓展旅游市场，截至 11 月底，该县 12
支小分队共招引游客32417人次。

“以前卖橘子，每市斤 2 元钱左
右，现在县里大力发展橘园采摘游，
我的橘子不仅省了采摘费用，还每市
斤卖到了5元钱。”该县市山镇翠云村
橘农韩老细介绍说。由于他家的橘
园蜜橘品质好，很多外地游客纷至沓
来，他每天卖出蜜橘上万公斤。在南
丰县，像韩老细一样把自家的橘园当
作游客采摘园的橘农达300多户。“以
前，我们每到蜜橘丰收时都多少会愁
销路，现在好了，‘橘甜不怕巷子深’，
游客会找上门来，不但不愁销路，还
可以卖到好价钱。”韩老细高兴地说。

德兴红花油茶
示范基地授牌

本报德兴讯 （通讯员程志强）日前，全国
有机农业（红花茶油）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在德
兴市源森红花茶油有限公司举行。德兴成为
江西首个有机农业（红花油茶）示范基地。

德兴红花油茶是该市境内生长的野生油
茶珍稀品种，总面积约 3.8万亩，已获农业部农
产品地理标志。为更好地保护和推广这一珍
稀资源，该市先后与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
究所、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合作成
立了全国唯一的红花油茶实验基地。

石城油茶
成林农增收主产业

本报石城讯（通讯员熊鑫、邱有平）“我们
公司承包了2.3万亩荒山种植油茶，预计今年至
少可带来 800 万元收益。”近日，记者在石城县
小松镇油茶林里见到了江西爱绿信农林科技有
限公司经理邱世能，他告诉记者，油茶基地每年
要雇农民5000多人次，平均每人每天可以拿到
100元工钱，利用荒山种植油茶，不仅保持水土
呵护生态，还给当地农民带来可观收入。

近年来，石城县把油茶产业作为一大支柱
产业来打造，出台优惠政策，对集中连片新种植
规模30亩以上的农户给予资金扶持。同时，该
县建立油茶种植示范基地，设立定点育苗点，保
障油茶优质高产。目前，石城县油茶种植面积
达 12万亩，年产值达到 5000万元以上，带动林
农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成为该县继烟叶、白
莲之后又一农业支柱产业。

袁州区实施
油茶富民工程

本报宜春讯 （通讯员钟世庚）初冬时节，
走进位于宜春市袁州区洪塘镇的省级龙头企
业——宜春元博山茶油科技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的加工车间，只见工人们正忙碌地加工茶
油。“今年公司预计可生产茶油2000余吨，总产
值可达 2 亿元。”公司负责人自信地说。近年
来，袁州区大力实施油茶富民工程，打造林、
工、贸一体化油茶产业体系。

袁州区被誉为“中国油茶之乡”。该区出台
一系列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扶持和奖励机制，促
进油茶产业发展壮大。仅今年，该区就新增油
茶产业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5
家。截至目前，全区油茶林面积达80.5万亩，新
建高产油茶 20.8万亩，林农的油茶籽通过龙头
企业精深加工，每公斤可增值0.4元以上。仅此
一项，林农每年就可增收6400多万元。

从卖橘子到橘园游的“嬗变”
——看南丰蜜橘产业如何华丽转型

邓国云 程 俊

安远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开设尝鲜采摘、休闲垂钓、养生度假等旅游项
目，全力打造集橙园观光、果品采摘、客家风情等内容于一体的销售体验活动。
图为游客在安远县车头镇车头村体验脐橙采摘。 本报记者 唐 燕摄

果园变游园

本报新余讯 （记者邓爱勇
通讯员杨旸）12月 4日，95岁的新
余市渝水区东风管理处周家村万
桂香老人在儿女的陪伴下，从管
理处领到了 1 万元“赡养老人奖”
奖金。从 1998 年设立该奖项起，
东风管理处共拿出 80 余万元奖
金，连续 17 年奖励 300 户照料老
人“有功”的孝心家庭。

东风管理处地处新余城南繁
华商业区，集体和私营经济发展
迅猛，村民人均年纯收入逾 2 万
元。近年来，管理处人口老龄化
趋势明显，仅 70 岁以上老人就有
200多人。为倡导尊老孝老新风，

东风管理处于 1998 年年初设立
“赡养孝敬老人奖”，凡村民年满
70岁且子女照料细心者，以每5至
10 岁为一奖励层级，向其家庭奖
励500元至2万元不等。

东风管理处早在1986年就推
行了退休养老金制度。如今，管理
处 300 多名男年满 55 岁、女年满
50 岁的村民，每人每月可领取 80
元养老金，同时每年享受集体股份
分红。依托良好的经济实力，管理
处还拿出 20多万元，组织 60岁以
上健康老人集体外出旅游，为 70
周岁以上老人每年发放生日蛋糕、
水果等礼品，尊老孝老蔚然成风。

新余东风管理处17年连发孝老奖
80余万元奖励300户孝心家庭

生态新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