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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坛

某地村民筹资整修了几口塘堰，欲申请补
助资金，报告呈上去，某单位领导答应得十分
爽快。然而，几年过去，该领导也已卸任，报告
之事仍停留在爽快“答应”阶段，这让村民十分
困惑。出现这种现象，究竟是懒政不为，还是
不符合补助条件，抑或在等待什么？人们不得
而知。

应该说，修好塘堰也是民生，尤其是一些

小农水建设项目，花钱不多，但很实用。从这
个角度讲，某地村民整修塘堰的行为值得鼓
励。对于他们提出的申请，若符合补助条件，
有关部门的承诺就应及时兑现，若不符合补助
条件，也应及时回复，让百姓心里明白，而不能
随口一说，便无下文，让百姓去碰“软钉子”。
要知道，“软钉子”折射的是工作作风，伤害的
则是百姓之心。

“软钉子”刺痛了谁
杨 敏

导读：
江西，是古丝绸之路的

重要货源地，是古丝绸之路
的重要起点之一。积极对接
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全面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国内重点地区合
作交流，促进投资贸易多元
互动，密切人文交流友好互
信，加强对外通道互联互通，
已成为必然选择。

为了拓宽“空中丝绸之

路”通道，构筑对外开放新优
势，省商务厅牵头，会同相关
单位引进香港航空有限公司
执飞南昌至香港航线。4 月
29 日，南昌至香港航线将复
航，并加密至每周四班。这
一航线对我省扩大对外开
放、密切赣港经贸往来、推进
旅游发展将产生什么影响？
请看——

前景向好：香港航
空重回江西市场

（详见A3版）

一句话新闻

4 月 16 日，省委书记强卫在南昌
会见了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一行。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魏星、张武明）
4 月 16 日，湖南省党政代表团继续在我
省考察，赴景德镇现场感受千年瓷文化
的博大精深，近距离触摸瓷产业蓬勃发
展的脉动。

湖南省领导徐守盛、杜家毫、陈肇
雄、韩永文参加考察。省领导鹿心社、周
萌、郑为文陪同考察。

近年来，景德镇一手抓传统文化继
承延续、一手抓传统产业科技创新，让千
年瓷都焕发出现代荣光。在景德镇古窑
民俗博览区，代表团一行仔细察看了反
映古代陶瓷制作 72 道工序的全过程和
利用柴火烧制瓷器的清代御窑，饶有兴
致地向数名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瓷器工艺大师请教传统制瓷工艺技
术问题。他们认为，景德镇市高度重视
传承和发扬陶瓷文化，使奇瓷神韵传万
家，为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增添了厚重的
文化内涵，对同样有着“瓷城”美誉的醴
陵有着宝贵的学习价值。

名坊园是景德镇重点打造的集全国
“五大名窑”及景德镇陶瓷名人、名品、名
坊于一体的手工制瓷平台，经过两年建设
已具雏形，全国多家知名手工制瓷企业相
继入驻，成为展示景德镇高端手工制瓷技
艺的“大观园”。在这里，代表团成员对名

坊园传承陶瓷文化、融汇陶瓷工艺、推动
陶瓷工业发展印象深刻。景德镇法蓝瓷
实业有限公司融合东西方艺术装饰风格，
创新开发出造型精致、色泽丰富的法蓝
瓷，打进了世界顶级收藏品市场，改写了
近百年来世界陶瓷产业由欧洲名窑独领
风骚的历史。景德镇缘源陶瓷有限公司
通过不断地技术改造，开发出一系列高端
日用瓷器，成为在全国颇具影响的日用陶
瓷旗舰企业。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这些
企业瓷器产品的工艺特点和市场开拓情
况，对它们转型升级，通过大胆工艺创新
和持续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竞争力、扩大市
场份额的做法表示赞赏。

两省领导在考察交流中认为，江西
和湖南两省地缘相近，人文相亲，产业互
补性很强，两省进一步密切产业合作的
空间很大。比如景德镇与醴陵都是陶瓷
名城，陶瓷企业各有所长，互补性很强，
两省可以充分利用赣湘合作机制，加大
技术交流与合作力度，引导相关企业开
展联合重组，完善产业链条，打造国内乃
至世界知名的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同
时，可以推进建立统一市场体系，加快区
域性市场资源互联互通共享，依托中博
会、泛珠大会等经贸平台，联手拓展国内
外市场，共同把陶瓷产业做强做大。

湖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景德镇考察

推动重点产业协作发展
加强市场互联互通共享
徐守盛杜家毫参加 鹿心社陪同

本报讯（记者黄继妍）4月16日，记者
从南昌海关获悉：今年一季度，在全国进出
口贸易增速同比下滑6%的情况下，我省外
贸进出口总值达 676.8 亿元，同比增长
5.2%。其中，出口558.3亿元，增长9.2%。

我省对新兴市场出口增势平稳，对
欧盟出口 73.3 亿元；对美国出口 69.3 亿
元，增长 9.3%；对香港出口 52.6 亿元。
同期，对东盟、非洲分别出口119.6亿元、
59.9亿元，分别增长13.3%和43.7%；对印
度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速均
为 6.8%。此外，对韩国出口 36 亿元，增
长1.2倍。

一般贸易比重提升。一季度，我省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562.1 亿 元 ，增 长
11.7%，占进出口总值的 83%，较去年同
期提升 4.8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进出口
108.4 亿元，占 16%。其中出口 59.9 亿
元，增长 7.8%；进口 48.5亿元。此外，我
省出口加工区进出口3.6亿元。

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一季
度，我省机电产品出口 222.5 亿元，增长
18.1%，占出口总值的 39.7%，较去年同
期提升2.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幅较
大的是集成电路、金属制品和太阳能电
池，分别增长85.5%、39.2%和25.7%。

开拓新兴市场 优化出口结构

一季度我省进出口逆势增长5.2%

本报九江讯 （记者刘勇）4 月 16
日，省委书记强卫在九江市武宁县、德
安县调研生态文明建设。他强调，生态
环境与加快发展、群众致富不是鱼与熊
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加大环境保护也不
是以牺牲发展和百姓幸福为前提。我
们要以发展升级理念，因地制宜培育壮
大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现
代产业，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和谐
相处、共生共赢，推动绿水青山带来金
山银山。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冯桃莲陪同
调研。

产业的发展，让靠山吃山的“吃”法
发生深刻变化。武宁县居民樊江宁 20
年前砍一棵树翻几座山一天赚20元钱；

如今，他投身现代农业，种植的红心猕
猴桃绿满山谷。杨洲乡申家坪村村民
几年前一年砍十几立方米木材换万把
元钱收入；如今，他们发展乡村旅游，一
年接待游客 1 万人次，收入 60 多万元。
入果园、进村庄，拉家常、道发展，看着
满眼绿水青山“流金淌银”，强卫为村民
们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一条保护与发
展双赢之路感到高兴。他不时兴致勃
勃给大家出着好点子：你要把这条山谷
打造成猕猴桃特色游览地，将现代农业
与休闲旅游结合起来做；你们乡村旅游
推广光靠口口相传不行，得借助新媒体
力量，不能光盯着年轻人自驾游这块，
要把老年人也请过来。

保护力度的加大，让许多人的生产

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武宁县九
一四林场由经营性变成了公益性，采伐
工变成了护林员。配套完备的武宁县
武安锦城主体工程基本竣工，这里可安
置7000余户移民，许多世代居住在大山
深处的村民将由此过上城市生活。上
山林慰问护林员、进小区看工程进展，
强卫反复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把工作
做深做细，让转型工人、搬迁农民转得
稳留得住，生活更幸福。

环境保护，科技要先行。在江西水
土保持生态科技园内，一个个径流小
区、坡耕地土壤水量平衡试验区正在进
行着一项项科研试验，强卫为科技园取
得的丰硕科研成果感到高兴，他指出，
好科研成果不能光在试验室、在论文

里，要加大推广，服务于江西绿水青山
建设；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特
别是领导干部用科技手段保护环境的
意识。

调研中，强卫强调，要坚持问题导
向，围绕解决水、土壤、空气、森林等环
境关键要素的突出问题，定目标、提措
施、给支持。要注重规划，结合“十三
五”规划编制工作，研究生态文明专项
建设规划体系，划定生态红线、水资源
红线、耕地红线。要重点抓好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这个国家战略，把导向
树立好，推动全省动真格、下真功夫，
走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生态文明建
设的江西样板。

强卫在九江市调研生态文明建设时强调

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生共赢
推动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

3月底，车入铜鼓县，春光挡不住，
深深浅浅的绿，毫不客气地占领着人
的眼球。铜鼓人爱绿护绿养绿，优先
保护生态环境，借势发展有机农业、绿
色工业、生态旅游。它奏响的四季绿
韵，吸引着远方客人，也给山里人带来
了丰厚的生态红利。

“一株树”的引力

铜鼓多山，森林覆盖率 87.2%，人
均森林面积全省第一。铜鼓多树，活立
竹 5381 万株，木材蓄积量 1050.6 万立
方米，人均排名全省第一。更有 5000
公顷南方野生红豆杉群落，全国闻名。

山里人，对山和树情有独钟。在
茶山林场党委书记吴清平眼里，那一
株株数百上千年的红豆杉、马尾松、石
楠、白玉兰、樟树，似乎通灵，饱含人
性。“你们看，这是兄弟树，旁边是夫妻
树，那边还有龙凤松。”在吴清平口中，
一株古树就是一段美丽的神话。

因爱树而护树，茶山林场变“砍
树”为“看树”，使这个国有林场迈上了
转型发展之路。去年，铜鼓将茶山林
场界定为生态公益性林场，6.2万亩山
林，生态公益林就有 2.5 万亩。300 亩
连片的古树群落，也因森林旅游魅力
绽放，引游客乐不思返。

县委书记胡国瑞告诉记者：“铜鼓
人民保护生态，犹如保护自己的眼睛。
2006年，就开始创建生态县，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建立生态环境考核体系，在
保护生态环境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
态环境。”目前，铜鼓生态保护区占国
土面积的36.64%，占比全省第一。

作为“中国南方红豆杉之乡”，铜
鼓加大珍贵树木保护力度，挂牌建档、
视频监控，有力打击了破坏野生红豆
杉等森林资源违法行为。

阔叶林是万流之源。铜鼓勇于自
我“革命”，年度木材采伐指标由 2008
年的 15.7 万立方米，下降至 2013 年的
7 万立方米。去年开始，再逐年核减
35%，力争 3 年内实现整县封山育林。
80多家小型木竹加工企业关停并转。

今年 1 月，铜鼓收获生态保护红
利：通过国家级生态县考核验收！

守得住青山，还要造得出金山。

自创建生态县以来，绿色GDP，便成为
铜鼓人的追求。近年，全县否决不符
合环保要求项目 30 多个，累拒外来投
资 20 多亿元。与此同时，绿色工业开
花结果。他们大力引进鹏创科技、友
林能源、熊果饮料等20个环保项目，实
现铜鼓仁和、新民济药业、奔步科技

“上档升级”。去年，新型能源、竹木精
深加工等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5.4
亿元、税收1.3亿元。

“一棵菜”的旅程

在新午餐公司的生产基地，工人
们正采摘有机油麦菜。经过清洗、降
温、装箱，打上产地标签，一箱箱装上
冷藏车。然后上高速到深圳，再转运
香港，经过10多个小时的旅途，端上香
港市民餐桌时，它们还带着大山的气
息，透出娇艳的绿意。

“当前主要向香港供应有机油麦
菜，半个月后，广东菜心、芥蓝、大白菜
苗、上海青等有机蔬菜也将上市。”新
午餐公司负责人苏勇说。

香港新午餐集团正是看中铜鼓的
生态优势，在当地成立新午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种植有机蔬菜 500 亩、有
机水稻 300 亩。2013 年公司投产以
来，每年有 300 万斤有机蔬菜销往香
港，年产值2000多万元。

苏勇介绍，新午餐实行源头可追
溯生产方式，确保香港市民吃上放心
菜。在收获生态红利之时，也给当地
农民提供了70多个固定工作岗位。

“铜鼓着力打造全国首个整体有
机县，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县农业局
负责人介绍，经过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打响了有机蔬菜、有机水稻、有机茶
叶、有机食用菌、有机黑山羊等品牌。

佰泰、荣通、安吉等有机食品企业
来了，华裕、金源、新午餐等龙头企业
来了！荣通公司海鲜菇、巴西菇、有机
蔬菜4条生产线达产达标，年产值将超
亿元；百盛公司建立1万亩南方红豆杉
基地，开发红豆杉食品和紫杉醇提炼；

“春腾”“林海”牌有机茶，获全国名优
茶评比特等奖。

“一棵菜”，助力铜鼓打开山门。
全县农业龙头企业中，年销售收入500

万至 2000 万元的有 7 家，2000 万至 1
亿元的有 3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39
家；有机农业示范区60万亩，示范区和
25 个农产品均获欧盟有机论证，古桥
村被评为“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一滴水”的热度

铜鼓水清，是修河源头。铜鼓水
热，有大自然馈赠的宝贵温泉。

这“一滴水”热度如何？大塅镇古
桥村汤里，有温泉四季趵涌。2012年6
月动工以来，汤里景区已投入 1.95 亿
元。一期核心区游客接待服务中心、
温泉会所、峡谷温泉休闲中心、文化休
闲娱乐小街、9座景观桥等主体工程已
基本完成，今年可实现接游。

三面环山的汤里温泉，开发正
酣。但它的热度，已让境内外游客按
捺不住。三五成群，或漫步湖畔卵石
小道，或嬉戏清溪拱桥之上，或双脚没
入温泉之湾，泡去旅途的疲乏。

汤里西行30多公里至温泉镇，燕鸣
温泉项目也正在开发。俊山秀水，给铜
鼓发展旅游产业带来了灵感。他们打响
以山水游为主的生态品牌、以红豆杉为
主的长寿养生品牌、以客家美食为主的

客家文化品牌，努力建成“长沙、武汉、南
昌及宜春‘3+1’休闲养生后花园”。

影响力出去了、资金进来了。去
年，全县外出旅游招商22批次，30余批
次客商奔山水而来。新签约并开工项目
3个：尖尾峡森林探险漂流、西雅图玫瑰
庄园、花浒林泉生态农庄；签订茶山长寿
养生庄园、八大寨综合开发、上四坊红豆
杉养生度假区等5个意向合同；天柱峰
景区已开始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创建。

“一滴水”也给铜鼓农民带来更多
生态红利。

车过之处，细细数来：温泉镇卢家山
庄、永宁镇钓鱼村、三都镇西向村、高桥苏
湾村、港口乡赤洲村、花山上四坊……都
在扬优成势积极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

铜鼓旅游日益升温。数据显示：
2014年，农民来自旅游产业的收入4.5
亿元，人均3000余元；全县旅游人数突
破 110 万人次，增长 25.1%；实现旅游
收入6.5亿元，增长27.3%。

护绿色挣红利
——铜鼓经济转型打响“山水牌”

本报记者 衷淑英 钟 瑜 胡光华

4月12日，南昌市湾里区东方红社区居民领养鲜花和绿色植物。该区
开展“鲜花进家庭、进社区、进街巷”活动，帮助居民自己动手美化家园，共
建“家家有绿植，四季有鲜花”的旅游生态城区。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近日，沈阳王女士不远千里来到景
德镇，亲身感受了博大精深的陶瓷历史
和陶瓷文化，她感慨地说：“这里的每一
寸土地都讲述着千年瓷业的故事，令人
流连忘返。”

近年来，景德镇市以“复兴千年古
镇、重塑世界瓷都”为目标，着力保护和
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创造出一个个“景德
镇模式”和“景德镇奇迹”。

以“御窑厂”为核心开启
大遗址保护

曾有人评价景德镇是个“破”房子里
藏宝贝的地方。这宝贝指的是以景德镇
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地下宝藏。

御窑厂为明、清两代御用瓷器的专
门制造场所，代表了当时中国陶瓷技艺
的最高水准。1982年，当修路工人在珠
山中路发现明代古瓷片时，核心区面积
为 5.1 万平方米的御窑厂遗址得以重现
天日。2002年，御窑厂遗址保护工作正
式拉开帷幕。

十余年间，该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编制完成《御窑厂遗址保护规划》，并由
省政府公布实施；入选第六批古遗址类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入选国家重点
大遗址、全国25处大遗址重点保护展示
工程和全国 10 处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
园区；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
单；相继完成“御窑遗址陶瓷历史文化旅
游”“御窑遗址保护设施建设”“御窑遗址

保护与研究建设”等项目。一批重大考
古成果在世界反响巨大：先后发现晚清
江西瓷业公司建筑遗迹一处；清理明初
葫芦窑遗迹7座、馒头窑14座；发现明永
乐和宣德早期官窑瓷器30小坑（窝），以
及成化、弘治时期瓷片5处等；新发现陶
瓷作坊等重要遗迹和遗物。

与此同时，景德镇还启动了全市范
围内的大遗址保护工程，先后对湖田古
窑址、浮梁古县衙、三闾庙历史文化街区
等遗产进行了保护。目前，又加大对老
窑址、老街区、老厂区的保护力度，着力
恢复一批老寺庙、古店铺、古码头、古里
弄、古会馆和古戏台。

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旅
游产业相融并进

景德镇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坚持修
旧如旧的原则，着力保持老城区原来的
风貌，同时以现代化理念布局新城区，努
力打造新旧“两重天”的独特景象。如今
的老城区，一栋栋由废弃窑砖建成的老
民居、青石板铺就的曲径小道、一块块斑
驳且长满青苔的窑砖头，仿佛将人们带
入遥远的历史隧道。经过改造的珠山中
路游人如织，现代商业气息十分浓郁，而
一栋栋风格迥异的老式建筑却显得格外
简约庄重。

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促进了旅游
产业发展。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每年
接待游客超过百万人次。 （下转A2版）

留住城市千年的记忆
——景德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纪实

本报记者 邱西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