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安县山旮旯里的金竹畲族乡流
舍村，曾经人烟稀少，游客罕至。但今
年不一样，村里开发了旅游，停车场停
满了车，农家乐坐满了客。村民蓝木
生做完了清明小长假的生意，又在忙
乎五一小长假的接待了。他说：“五一
预订吃饭的客人，每天都有四五桌。”
这样的农家乐，在这个畲族村，不止蓝
木生一家。

旅游强省战略，收效已经从景点
的消费显现出来。

星子县横塘镇红星村。4 月 20
日，总投资 5 亿元的星子羽绒电商创
业园项目主体工程开工。这个村全
国有名，800 多户人家，一半以上做羽
绒服，一年销售 20 多亿元，其中近一
半走的是电商。

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奇迹。记
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一季度，信息
消费市场表现活跃，网络零售保持强
劲势头、通信类消费热度不减成为两
大热点。

消费是俗称“三驾马车”（投资、消
费、出口）之一，现在，消费这驾“马车”
在我省经济建设的战线上，越跑越有
劲，越跑越快。

1至3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1344.3 亿元，增长 10.9%，增幅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0.3 个百分点。按
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 1083.6 亿元，增长 10.9%；乡村消费
品零售额 260.6 亿元，增长 11.0%。这
也意味着，随着我省城镇化速度加快
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有了
更强的消费能力，消费对拉动经济发
展的贡献作用正在上升。

依托于红红火火的网购与移动互
联生活的需求，江西人在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等智能终端上的消费也越来越
多，信息消费爆发式增长。一季度，通
讯器材类在所有消费商品种类中表现
最为抢眼，增长63.9%。

以网购为主要驱动力的个人消
费，逐渐扮演起江西消费经济的主
角。今年一季度，我省电子商务交易
额达672.6亿元，增长140.2%，其中，网
络零售额160.8亿元，增长123.3%。

通信、汽车等消费持续升温，休闲
娱乐等新型消费业态发展势头较好。

由于交通的便捷高效和旅游产
品的日益丰富，“周末去哪儿”对都市
人来说意味着更多选择。一季度，全
省 旅 游 总 人 数 8371 万 人 次 ，增 长
24.1%；旅游总收入 624.4 亿元，增长
39.9%。旅游带来了大量人流，旅游
纪念品、特色产品也在市场上销售火

爆，从而带动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

新兴消费突飞猛进，传统商业也
不甘落后。

阳光春天、嘉莱特，许多原本普通
老百姓看起来有些奢侈的高端餐饮，
也开始放下身段向大众餐饮转型，纷
纷推出了 100 元出头的家庭团购套
餐；ZARA、H&M、丝芙兰，这些原本
只能在国外旅行时购买的外资零售品
牌，越来越看重江西市场，在南昌等地
开设店铺，价格也与国外相差无几；除
了及时将品牌促销信息推送到顾客手
机上，一些传统商场推出的手机APP，
还能贴心地利用导航为消费者找到距
离最近的空闲车位，带动销售额实现
了两位数增长。

消费大幅度增长，相关行业的就
业机会变多了。一季度，三次产业结
构为 7.154.838.1，服务业比重比
去年同期和全年分别提高 4.8 和 2.2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同比提
高 1.4 个百分点。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18.8 万人，完成年度计划的 41.7%。
消费与就业形成良性循环，使百姓生
活品质提升和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
双赢的局面。

一季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6896 元，增长 9.5%；农村居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767 元 ，增 长
10.8%。鼓起的“钱袋子”，增强了居民
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带动了市场
的活跃。

去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电子商
务进农村。随着农村交通、物流、网络
覆盖的完善，支持农产品销售、刺激农
村消费的农村电商市场空间巨大。一
季度，涉农电子商务交易额36.5亿元，
增幅为128.1%。

人是最有价值的经济要素之一，
随人口而带来的消费更是保持城市
经济持续增长不可或缺的内生动
力。数据显示，2014 年底，我省城镇
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50.22%，全省城镇
人口总量首次超过了乡村，人口城镇
化率突破 50%。

专家分析说，这意味着城镇市场
的消费将会进一步扩大，从而带动全
省消费水平的提高。目前，全省城镇
市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省的
80.6%，是居民消费的主渠道。据测
算，全省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
点，就能新增城镇人口 50 万人左右。
按目前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计
算，每年全省可以新增消费支出 45亿
至50亿元。

新兴业态引领消费“马车”
——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之扩大消费篇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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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媒体报道辽宁、吉林多个粮库与
粮商之间“以陈顶新”，恶意套取价差
补贴等问题，李克强总理批示进行彻
查，并要求切实守住管好“天下粮仓”。

“以陈顶新”套差价，其性质之恶
劣，令人发指，理当予以彻查并依法问
责。有道是，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事
关国计民生，无论是种粮还是储粮，须
臾不得马虎，否则就会出大问题。而此
次两地暴露出来的问题，说明储粮监管

制度不够完善，管理上依然存在漏洞，
给人们重重地敲响了警钟。但在储粮
部门举一反三、堵塞漏洞的同时，各地
还要从保证粮食安全的高度去关注粮
食的种植环节，底线是不能让粮田随意
撂荒。

人每天都得吃饭，只要手中有粮，
就能做到心里不慌。若以为有钱就可
以买到粮食，不拿种粮当回事，势必影
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天下粮仓”岂容儿戏
杨 敏

本报讯（记者宋茜）4月27日，省纪
委对陈祥云同志违规收受“红包”问题发
出通报，要求全省各级干部、公职人员引
以为戒，有收受“红包”行为者，要摒弃侥
幸心理，切不可等东窗事发再上缴组织；
要争取主动，留好缴款凭据；凡遇送“红
包”的，要坚决拒绝，坚守底线，确保政治
平安，以自身行动建设良好从政环境。

日前，省纪委严肃查处了省国土资
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祥云同志顶风
违纪收受“红包”问题。经查，2014年春
节期间，陈祥云收受某私营企业主“红
包”2万元。2014年10月，陈祥云得知有
关人员被查后，将收受的 2 万元现金交
到省廉政账户。根据有关“违反规定接
受‘红包’的，按照组织程序一律先免
职，再依据有关党纪政纪规定，给予相
应的处分”的规定，经省委常委会研究
决定，按照组织程序，免去陈祥云省国
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职务；经省
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陈祥云党内

警告处分。
通报指出，省纪委近期查处“红包”

问题有正反两起事例。正面事例是，省
纪委在回复省委组织部征求拟提拔干
部人选意见过程中，收到群众举报，反
映有一名人选有收受“红包”问题。经
查实，该人选在 2013 年省纪委开展的

“红包”治理活动自查自纠过程中，主动
将这笔被举报“红包”款上缴省廉政账
户并出示存根凭证，省纪委向省委建议
不影响提拔使用。陈祥云收“红包”是
反面事例，代价惨痛，教训极为深刻。

通报强调，治理“红包”顽症是省委
省纪委铁了心要抓到底的专项工作。
不用重典则不能正风气，向全省各级干
部通报这起案例，再次发出信号：“当干
部就不能收‘红包’，收‘红包’就要丢官
帽”，既是要求，又是纪律。这条纪律

“带电”，不论在何岗位，也不论你工作
表现，只要你是干部、公职人员，违规收
了“红包”，就要付出代价。

江西持续治理“红包”问题
又一副厅级干部被免

本报福州讯 （记者刘勇）4 月 27 日，
江西省党政代表团抵达福建省开展为期
三天的学习考察活动。首日，在福州市，
代表团成员走街区、看企业，重点深入中
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学习
考察。

省领导强卫、鹿心社、蔡晓明、龚建
华、冯桃莲、李炳军、谢茹、刘晓庄参加学
习考察，福建省领导尤权、杨岳、叶双瑜陪
同考察。

揭牌不到一周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已风生水起，在福州片区综合服务
大厅，各个办事服务窗口前排满了前来咨
询、办理业务的商企人士。强卫、鹿心社仔
细察看了“一口受理”窗口的办事流程，细
致询问了福建自贸试验区正在推进的创新
政策举措。他们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借
鉴这些可复制能推广的创新政策举措，利
用好紧邻福建的地缘优势，积极对接好、利
用好福建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提升我省对
外开放水平，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国家
重大战略。

国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第三方电信网络技术服务供应商。强卫、
鹿心社详细了解了国脉从“服务为主”到

“技术为主”的演进发展过程，对企业抓住
车联网等机遇抢占“互联网+”阵地的做法
表示赞赏。东江滨公园是福州市绿轴的重
要组成部分、市民休闲的城市活力带。强
卫、鹿心社仔细了解了公园的规划，对其大
量建设满足不同年龄层需要的运动场地、
设施的做法表示肯定。他们指出，我们要
学习借鉴这种建设模式，拓展城市公园功
能，满足市民增长的健康运动需求，让城市
生活更加美好。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具
有浓郁福州传统建筑、文化特色。走在一
条条街巷、参观一幢幢明清建筑，强卫、鹿心社深入了解了福州市古街区的保护
修复工作。他们指出，老街区、老建筑承载着城市的人文记忆，留住它们，就留住
了城市的根、城市的魂，让城市更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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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讯 （记者刘勇）4 月 27
日，江西与福建两省在福州举行合作发
展交流会，共叙赣闽亲情，深化交流合
作，进一步加强国家“一带一路”、自贸
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等重大
战略协同。

省委书记强卫、福建省委书记尤权
出席并讲话，省长鹿心社、福建省省长苏
树林分别介绍本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省领导蔡晓明、龚建华、冯桃莲、李炳军、
谢茹、刘晓庄，福建省领导杨岳、叶双瑜、
雷春美、徐谦、郑栅洁、刘可清出席。

强卫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福建
紧紧围绕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
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的战略目标，坚持
好字为先、好中求快，深入推进海西经
济区、自由贸易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等六大国家战略，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展现了科学
发展、跨越发展的强劲势头。

强卫指出，通过这次实地考察，我
们要学习福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尤
其是大力推进综合改革和自贸区建设
的好经验、好做法；学习福建完善市场
体系、推进资源要素配置改革的好经
验、好做法；深入学习福建激活民间力
量、激励人人创业、构筑民营经济新优
势的好经验、好做法；学习福建坚持发
展与保护并重、经济与生态共融，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好经验、好
做法；学习福建大力实施精准扶贫，打
赢扶贫攻坚战的好经验、好做法；学习
福建干部群众“滴水穿石”“马上就办”
的优良作风和“敢拼会赢”“输赢笑笑”
的宝贵品质。

强卫指出，江西和福建山水相连，文
脉相通，人缘相亲，商缘相通，发展各具
优势和特色，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希
望两省进一步加强重大战略协同，在贯
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以及编制“十三五”规划等方
面加强交流合作，加强重大政策和重大
事项对接，积极推进统一市场建设。进
一步加强重大通道联通，在铁路、公路、
口岸等重要基础设施上加强沟通协调推
进力度，深化两省跨省直通放行合作，提
升省际通畅能力。进一步加强产业发展
协作，加快重大产业发展平台建设，深化
旅游、金融等方面合作，搭建企业合作平

台。进一步加强地方合作交流，重点围
绕向莆铁路、赣龙铁路及即将开通的合
福高铁通道，着力推进“南广黎”至莆田、

“瑞兴于”至龙岩、上饶至宁德等赣闽经
济协作区建设，推动两省在更大范围更
高层次的开放合作。

尤权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江西
省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积极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转方式、调结构、促
升级放在更加重要位置，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新跨越。特别是在经济增长、
产业优化、城乡发展、生态环保、作风建
设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尤权指出，福建与江西山水相连、
人缘相亲，交往历史悠久，经贸联系密
切。两省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孕育
并形成了井冈山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
等宝贵精神财富。近些年来，两省在
海西经济区、泛珠区域合作等协作框
架下，发挥各自优势，深入交流合作，
在港口经济合作、产业对接互动、旅游
市场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当
前，闽赣两省发展都面临难得的历史机
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和中央支

持福建加快发展、支持江西全面融入长
江经济带，为两省深化各领域合作提供
了广阔空间。

尤权希望双方深化区域发展战略
协同，进一步推动两省高速公路、铁路，
以及航空等基础设施全面对接，特别是
深化港口经济合作，构建连接闽赣两地
的快速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推动产业
互动发展，根据两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
业发展方向，选准选好产业对接点，鼓
励产业梯度转移，推动两省旅游迈入

“高铁时代”，“跨省游”变成“周边游”；
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合作力度，发挥企
业家、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推动两省
对外招商合作，共同开拓港澳台、东盟
市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同
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开展水环境和大气
环境综合整治清理联合行动，努力为全
国提供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鹿心社指出，近年来，福建紧紧抓
住国家批复推进海西经济区、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重
大机遇，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值
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宝贵经验。我们将

以此次学习考察为契机，认真学习福建
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进一步加强
在“一带一路”、泛珠合作、海西经济区、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赣闽粤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战略的协同发展，进
一步加强重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
产业发展的对接协作，进一步加强市
县、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两
省合作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促进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苏树林指出，当前，两省的发展站在
新的起点，我们要抓住机遇，创新合作形
式，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成效。要着
力推动产业合作，探索共建“赣闽产业合
作园”，合力推进重点产业调整振兴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推动物流合作，
发挥福建是江西最近出海口的优势和向
莆铁路作用，吸引更多江西货物从福建
口岸进出；着力推动旅游合作，构建互为
目的地的无障碍旅游区；着力推动开放
合作，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经
贸合作，携手开拓市场；着力推动生态合
作，以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为契机，
以武夷山为重点，强化协同保护，共同打
造闽赣生态屏障。

江西福建举行合作发展交流会

畅叙赣闽亲情 深化交流合作
共同贯彻落实“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
强卫尤权出席并讲话 鹿心社苏树林分别介绍本省发展情况

4月27日，江西省党政代表团在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福州片区综合服务大厅学习考察。 本报记者 周 霖摄

4月27日，江西与福建两省在福州举行合作发展交流会，共叙赣闽亲情，深化交流合作，进一步
加强国家“一带一路”、自贸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战略协同。 本报记者 周 霖摄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