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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坛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为深入
推进赣港两地全方位合作，提升赣港
经贸合作水平，促进江西全面扩大开
放，加快发展升级，5 月 27 日，我省将
在香港举办 2015 赣港经贸合作活动。
记者 5 月 24 日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此
次活动将强化节俭办会要求，我省将
在港举办“1+5”系列活动，目前筹备工
作进展顺利，各项活动准备就绪。

成立了江西省代表团。代表团将
由省委、省政府领导带队，承担具体工
作任务的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各设区市成立分团，由市政府主要领
导带队，有具体任务的市直部门和县
（市、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有关人
员参加。

精心谋划一批重大招商项目。
针对此次活动，省商务厅会同省发改
委征集并精心筛选了 1133 个招商项
目，投资总额 11278 亿元，其中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 475 个、现代服务业项
目 427 个、新型农业项目 82 个、重大
基础设施项目 149个。

抓紧前期对接洽谈。各地、各相
关部门组织了 20 多批次招商小分
队，赴香港、深圳等地对接洽谈，达
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截至目前，各
地、各相关部门对接洽谈重大合作项
目共 100 多个，投资总额超过 100 亿
美元。届时将从中挑选“对接充分、
条件成熟、年内能够落户”的项目在
江西省发展升级主题推介会上进行
现场签约。

联络邀请一批有投资意向的客
商。各地、各相关部门围绕“1+5”系
列活动邀请了一批重点客商参会。
截至目前，初步明确参加各项活动的
客商共约 600余名。

自 2014 江西旅游（香港）推介会成功举办以
来，香港游客欣赏江西美景的兴趣愈发浓厚起
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风光、流云翻卷的三清山
美景、瑰丽神秘的龙虎山道教文化，令他们无比向
往；“水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成了他们对江西
美景的共同认知。

眼下，2015 赣港经贸合作活动大幕即将开启。
一年来，赣港旅游互动让我们感受到，“江西风景独
好”这句江西旅游宣传口号，对于香江的同胞而言，
不仅不再陌生，而且越唱越响。

一年前，江西美景成为港岛亮丽
风景线

2014年5月21日，在“江西风景独好”2014江西
旅游（香港）推介会上，由庐山、三清山、婺源等景区
组成的环鄱阳湖五彩精华旅游线路一经推出，优美
的风光便博得在场香港旅游业人士的青睐，香港旅
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赞叹：“山好水美的江西，景
色迷人，吸引着香港同胞。”

在维多利亚港，巨幅“江西风景独好”形象广告
引人注目；在香港街头，印有江西风光的巴士是流动
的江西风景宣传车；在各家旅行社，江西旅游作为主
打品牌，许多市民在等候区内，翻看着江西旅游线路
指南。香港中国旅行社的中旅集团大厦门店员工蔡
艳秋告诉记者：“关于江西旅游的宣传单每天要增补
两三次，客人看得很仔细，咨询的人也很多。”她还告
诉记者，以往，港中旅的江西旅游线路只有两条，如
今，已经增加至四条，这反映出游客需求的增多和江
西旅游产品的丰富。

一个月前，香港自驾车队游江西赞
“方便、好玩”

4 月 8 日，11 辆来自香港的自驾车驶入龙虎山
景区，30 名来自“江西风景独好”香港四驱车发现

之旅的游客来到了此行最后一站。
大余丫山、樟树古海、庐山、景德镇古窑、婺源、三

清山……从4月2日起，这支自驾车队游览了江西的自
然山川，感受了探险游、温泉游、文化游，还有令他们特
别难忘的《梦里老家》实景演出。

发现之旅队员王建英告诉记者：“我们没想到从
香港自驾来江西这么方便，游玩的产品这么丰富，大
家玩得非常开心。”许多队友表示，虽然江西到香港搞
过旅游宣传推介，但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和理解江
西之美，他们回去后会将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亲
朋好友。在龙虎山景区的竹筏上，队员谭月兰边拍照
边用微信发朋友圈，她自豪地说道：“你看，一下子就
有很多人点赞，他们也很想到江西来自驾游。”

当下，创新思维、加强合作将有益
扩大旅游招商实效

在即将开展的香港经贸活动期间，江西旅游方
面除了参加江西省重点产业集群投资合作推介会，
还将举办“江西风景独好”高端自驾旅游线路分享说
明会，将旅游线路产品推介、现场互动、旅游资源及
招商项目展示相结合。

随着国际自驾旅游不断升温，我省旅游部门将
具有国际品质和服务水准的旅游景区、品牌酒店、
精品度假项目包装成为若干条更具吸引力的旅游
线路产品，通过与法拉利、路虎、老爷车等高端车会的
合作，瞄准港澳地区喜爱旅游的高端商务人群，以高
端自驾游旅游产品为切入口，开拓境外旅游市场。

一本本制作精美、繁体字编排的《江西省旅游招
商项目册》目前已经成册，里面分为景区景点建设
类、旅游设施类、文化旅游类、休闲度假类等 100 个
旅游项目，它们将在经贸活动中吸引港商的关注。
同时，更多的项目招商，也将搭载江西旅游的专车，
一并驶向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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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风景独好”
香江越唱越响

本报记者 游 静

本报萍乡讯 （记者唐彩萍、刘启
红）作为全省高危行业密度最大的设区
市，萍乡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近年
来，该市下大力气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
全，通过严密监管、推广运用新工艺，减
少各种危害安全生产的因素，全市各类
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均控制在省下
达指标以内，各行业领域均未发生重大
事故。2014 年，该市一举捧回“全国安
全生产监管监察先进单位”等两项国家
级荣誉。

严密监管，重在防范。数据表明，
萍乡煤炭企业、烟花爆竹企业分别占全
省的22%、52%，安全生产任务艰巨。为

此，该市多年来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围绕实现“企业
可防、政府可控”的目标，扎牢企业安全
管理和政府安全监管两个“口子”。政
府安全监管不缺位。萍乡市确立“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的双线分管安全生产
的制度，出台一系列操作性强的管理办
法，并严格执行企业、乡镇、县（区）、市
本级“周旬月季”隐患排查机制等。每
月 10 日为萍乡市安全警醒日，这一天
市、县（区）、乡镇领导集中下厂矿督促、
指导、检查安全工作。同时，该市将高
危行业纳入视频监控范围，对存在重大
事故隐患、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

业，采取吊销证照、经济处罚、停产整顿
等手段，依法依规进行惩治。为加强区
域协作，该市还成立“萍浏醴万”烟花爆
竹监管联动平台，形成了打击高危行业
非法生产的合力。

大力推广应用新工艺、新设备，为
高危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插上“科技”翅
膀。在烟花爆竹行业，萍乡全面推行监
管新工艺，花炮生产危险区域和环节一
律实行“坑道化”操作，非煤矿山行业，
地下开采非煤矿山、露天开采矿山工作
面全面推行“站栏”管理模式；石子矿按
照“一矿一策”，推行台阶式开采；尾矿
库则实行标准化、信息化、规模化、机械

化建设。目前，萍乡市烟花爆竹行业普
遍应用了配装封一体机、花炮静电消除
设施、湿法制引、亮珠烘干机等新工艺、
新设备。今年，该市还将完成机械混药
机、烟花发射药填装机等新机械的研发
和推广。在其他高危行业，该市强力推
进水患防治系统、紧急避险系统、通讯
联络系统建设，以及易燃易爆气体、有
毒气体场所泄漏报警系统和火灾报警
系统改造。新的管理手段、新的工艺技
术，使萍乡逐步实现企业生产流程中
人、物、系统、制度等要素的安全可靠、
和谐统一，朝着本质型、恒久型安全目
标迈进一大步。

严密监管重防范 推广安全新工艺

萍乡着力提升高危行业本质安全
本报讯（记者李冬明）5月24日，省

长鹿心社在南昌会见了第十届世界华
裔杰出青年华夏行考察团。副省长谢
茹参加会见。

鹿心社首先对考察团来赣表示欢
迎，并介绍了江西省情和近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他说，各位青年朋友是海
外华裔新生代优秀代表，为住在国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随着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
市群建设等重大战略加快推进，江西迎
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为海外侨胞
来赣创业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在

赣期间充分领略江西优美的自然风光、
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
态势，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宣
传江西、推介江西，让更多海外侨胞到江
西旅游观光、投资创业，推动住在国与江
西全方位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政府中国商务
特使颜天禄先生代表考察团成员感谢
鹿心社的会见。他说，相信通过考察，
将进一步加深对江西的了解，促进合作
交流。我们将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江
西经济建设、为江西企业加快“走出去”
贡献力量。

鹿心社会见
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考察团

“黄姜平均亩产 2000 公斤，管理得
好的话产量可达 5000 公斤，每公斤可
卖 3 元，除去各项成本，一亩地年纯收
入至少有 3000 元。”近日，在寻乌县桂
竹帽镇上坪村黄姜生产基地，当记者
问起种黄姜的经济效益时，村民汤锦
旗乐开了花。“多亏镇里引进了一个专
门生产黄姜的公司，不仅免费为我们
提供技术指导，还收购我们种的黄姜，
我们根本不用为销路发愁。”

2014 年 7 月，当地干部经过认真调
研，一致认为在桂竹帽镇发展黄姜种植
前景可观。他们从山东潍坊引进了嘉
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生产鲜姜及姜片、姜

粉、姜丸、姜膏等。在企业的带动下，目
前，全镇已发展姜农110余户，种植面积
达300亩。

为形成规模效益，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引导下，嘉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拟
投资1000万元，建立一个面积2500亩的
黄姜良种培育基地，预计可带动群众种
植黄姜1万多亩。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镇长曹纪平告诉记者，桂竹帽镇
主导产业为水稻和柑橘，产业结构单
一、产值较低。在“寻乌再调查”活动
中，该镇党员干部了解到，群众希望政
府能调优产业结构，拓宽增收致富渠
道。为此，该镇组织党员干部经多次
调研后，决定充分利用当地的山地资
源，大力扶持发展黄姜、花卉苗木、油
茶、葛根等特色种植。据统计，目前，
该镇共种植黄姜、花卉苗木、葛根等经
济作物 400 余亩，预计群众可从中增收
160多万元。 （下转A2版）

“寻乌再调查”致富一方
本报记者 鄢朝晖

5月3日，记者在地处鄱阳湖最北端
的东乡县杨桥殿镇发现，两个现代农业
循环经济示范基地通过平衡环境承载
能力，产业链实现了零排放、零污染、零
投入。

行走在绿缘公司，扑面而来的是
桂花的浓香、樟树的郁香。若不是从
山腰不时传来猪的欢叫，谁能想到这
里是种猪场呢？探寻其中的奥秘，只
见 2000 亩的示范基地里，猪场排出的
粪便和污水经过沼气池的集中处理
后，沼气为燃料，沼液和沼渣通过管
道和输送带进入近千亩花卉基地，成
为叶面肥及土壤肥。放眼花卉基地，
一棵棵长势喜人的桂花、香樟等树苗
汇聚成了“绿色银行”。猪场主人告

诉 记 者 ，他 们 请 来 专 家 经 过 科 学 设
计，基地按 1 头猪与 100 棵树配比，并
附之经济作物，使肥料得以充分吸收
和转化，以确保零排放。同时，通过
绿色循环、滚动发展，实现了能量和
环境的综合平衡，达到了对环境零污
染的目标，且花卉苗木所创造的价值
成为猪场主要经济增长点，不仅使猪
场新增投入为零，而且还有不菲的绿
色利润。

徜徉在润邦集团公司的万亩生态
农业基地，养殖区、种植区、果木区等错
落有致、设计巧妙，让人感受到了循环
经济的神奇魅力。公司的工程师们告
诉记者，公司下属有 7 个分公司，且都
有自己的技术专利，使循环农业的每一
个节点都有技术保障，现已完成基础投
入 3.5 亿元。4 月 27 日，从多家农业龙
头企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举成为我
省 2015 年现代农业循环经济示范项
目，并上报农业部。 （下转A2版）

追求“零”的境界
——东乡县发展现代农业循环经济探秘

胡 泊 本报记者 汤 民

时 下 ，“ 创 新 创 业 ”成 为 高 频 热
词。近年来，我省在政策、税收、贷款
等方面对草根创业和小微企业的帮扶
力度空前，为创新创业提供了越来越
肥沃的土壤。

面对外部环境的优化，广大创新
创业者尤其是青年人也应拿出那么
一股子“气”，抢抓机遇、建功立业。
一要有朝气。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
机盎然；青年争创新，国家就朝气蓬
勃。作为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
青年要振奋精神、焕发斗志、鼓足勇
气，敢于到创新创业的大潮中去“击

水”，善于用思想的火花和团队的力
量 启 动 事 业 的 航 船 。 二 要 有 志 气 。
有志者自有千计万计，无志者只感千
难万难。要有实干创业的志气、攻坚
克难的志气、勇于担当的志气，面对
困难不气馁，取得成绩不自满，始终
昂扬向上、迎难而上、沉着冷静、不骄
不躁。三要有锐气。创小业也要有
大视野，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
常态，始终保持争创一流的锐气，立
足本土、放眼世界，自觉提高标准、自
我加压，重落实、求实效，干出样子、
干出成效。

创新创业要有一股“气”
晏承北

5月24日，南昌市湾里区梅岭镇“七色花海”
被薰衣草尽染，市民们慕名前来观赏。图为一对
情侣在紫色花海拍婚纱照。 本报记者 杨惠珍摄

花为媒 情如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