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评论员 ●
聚焦美丽江西，拓展开放空间。外

交部举办的江西省全球推介活动，再次
让各国驻华使节、国外友人感受了江西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厚重的历史人文积
淀，认识了江西在区域合作、开放发展
中的独特优势，为外界了解江西、投资
江西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这是外交
工作服务地方发展的创新举措，体现了
国家层面对江西发展的关注重视。紧
紧抓住此次推介活动的机遇，我们要展
示好江西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发展
之美，进一步提升江西的全球影响力，
加深我省与世界的联系与合作。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名
山大川与人文古迹交相辉映，历史文化
与绿色生态浑然一体，田园风光与民俗
风情和谐共生，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江
西还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输出地
和集散地，大量远销海外的瓷器与茶叶，
不仅见证了勤劳朴实的赣鄱儿女与世界
沟通的梦想与实践，更为传播中华文明，
促进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
积极贡献。江西虽是内陆省份，在对外

交流合作方面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
独特的竞争优势，为推动江西与世界发
展共融共进提供了坚实基础。

开放是兴赣富民的必由之路，是江
西深度融入全球发展的必然选择。近
年来，江西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西时提出的“新的希望、三
个着力、四个坚持”的重要要求，把绿色
生态当作江西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
大品牌，深入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探索走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
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
奋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真正让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绿色崛起步伐
进一步加快；坚定不移实施大开放战
略，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并重，着力
打造“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和长江经济
带战略支撑，全面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引进来”水平稳步提升，“走出去”步伐
不断加快，江西对外开放的基础更加坚
实，与世界各国深化合作的空间更加广
阔。我们有理由相信，加速融入全球经
济一体化格局的江西，必将因为开放而
变得更美丽。

开放的江西更美丽

■ 本版责任编辑 张 平 陈化先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手机网：http://3g.jxnews.com.cn

JIANGXI DAILY

2017年9月9日 星期六
农历丁酉年七月十九

国内统一刊号【CN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4805号 今日8版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栽好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
——江西倾力扶持500强企业发展

（详见B2版）

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

（全文见B3版）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9月 8日，记
者从2017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9月9日开幕的论坛受到
了经济界和企业界的密切关注，参加大
会的省外1000多位代表中，中国工程院
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就有7位，500强企
业有 450多家派出代表，其中企业董事
长有100多位、企业副总有300多位。排
名中国500强榜单前两位的国家电网公
司和中国石化集团首次同时参加500强
企业高峰论坛。

据悉，我省对举办此次论坛高度重
视，各项准备工作充分，成果显著。前
期开展的“走进 500强企业”行动，省市
县三级领导、各有关部门主动上门对接

中国 500 强，累计对接企业 900 余家
（次)，举办招商推介活动近百场。“一对
一”帮扶在赣 500强企业活动收集企业
反映的问题 176个，有效解决 141个，办
结率达 80.1%。2016 年在赣制造业 500
强企业百元主营业务成本下降 0.6 元，
今年上半年同比下降0.2元。

对接500强企业成果显著。截至当
天，预计与500强企业签约项目将达133
个，签约额近 2000亿元。宣传 500强也
有效果。江西日报、江西电视台以及各
大网站有关500强专题连续10多天集中
宣传，宣传片、显示屏等提前半月滚动
播放，网站、微信等发布的相关新闻获
得了广泛关注。

500强企业高峰论坛受追捧

本报讯（记者魏星）9月7日，省委副
书记姚增科来到江西财大、南大附小红谷
滩分校和南昌市盲童学校，看望慰问教职
工，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省委常
委、南昌市委书记殷美根陪同。

在南大附小，姚增科现场观看了
合唱团演练和体操训练，向辛勤工作
的老师送上鲜花和荐阅书籍，勉励大
家一要重“德育”，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进课堂，让孩子们立得正、行得
稳、走得远；二要善“智育”，既让孩子
知道“十万个是什么、为什么”，又使他
们学会“十万个怎么办、怎么赢”；三要
强“体育”，使孩子们具有强健的体魄
和阳光的性格；四要会“美育”，培养孩
子们欣赏美、创造美、传播美的素养能

力，成为最美江西少年、中国少年。
在南昌市盲童学校，姚增科向用

心、用情从事特教的老师们鞠躬致谢，
向顽强坚毅、自强不息的孩子们给予点
赞，勉励一个个目盲但心灵耳聪手巧的
孩子，要永远记住，“只要内心充满阳
光，世界上就没有黑暗之地”，要学得一
技之长，赢得出彩人生。

在江西财大，姚增科考察了大数据
分析中心，慰问了教师代表。他指出，
打造有特色、高水平的大学，优秀的教
师是第一资源。要坚持事业留人、感情
留人、文化留人和必要的待遇留人，打
动人心，留住人才，注重对外开放，引
才、聚才、用才，创新图强。

（下转A3版）

姚增科教师节前夕慰问教师

争做“四有”好老师

本报北京讯 （记者刘勇）9月 8日，
正在北京参加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
动的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鹿心
社，省委副书记、省长刘奇会见了美国
驻华大使泰里·布兰斯塔德。

鹿心社感谢布兰斯塔德大使出席
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动。他说，百闻
不如一见，诚挚邀请大使阁下在方便的
时候访问江西，实地见证江西美丽的山
水、厚重的文化和充满活力的发展。

鹿心社指出，加强中美地方交流是
构建中美友好大厦的重要基石，大使阁
下曾长期担任州长，对推动中美省州间
地方交流有着深刻的认识，作出了积极

贡献。江西与美国地方交流密切，结成
了2个友好省州、7对友好城市，在经贸、
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广泛、成果丰
硕。大使阁下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
望大使阁下多了解江西，多推介江西，
深化江西与美国地方各个层次的交流
合作，实现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布兰斯塔德表示，外交部江西全球
推介活动呈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江西，
一个活力四射的江西，极具魅力、印象
深刻。他十分期待能够访问江西，亲身
体验推介活动上的美丽风景，进一步认
识江西，推动美国地方与江西的合作交
流。

鹿心社刘奇会见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本报北京讯 （记者刘勇、李冬明、卞晔）“江西绿”邂
逅“外交蓝”，绽放出华美绚烂惊艳世界。9月8日，以“开
放的中国：美丽江西秀天下”为主题的外交部江西全球推
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隆重举行，红色、绿色、古色的江
西，开放、创新、奋发的江西，深深吸引了来自各国的驻华
使节、主要国际组织驻华代表等国际友人。

外交部部长王毅、省委书记鹿心社分别致辞，省长刘奇
作主题推介。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张业遂，外交部部长
助理钱洪山；省领导毛伟明、刘捷、赵力平出席推介活动。

王毅代表外交部向前来出席活动的各国使节、记者
表示欢迎。他说，每次推介活动都给使节们带来惊喜，今
天的“美丽江西秀天下”一定会给大家又一个惊喜。王毅
指出，江西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儒家、佛教、道教文化在
这里交相辉映、繁衍发展，景德镇瓷器举世闻名，是江西
乃至中国一张历久弥新的亮丽名片。江西有着鲜明的红
色基因。在井冈山、在瑞金、在南昌，我们可以清晰看到
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艰辛路程，更会对中国坚持
走和平发展道路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

王毅指出，今天的江西凭着改革精神，正在书写着中
部发展的传奇。以绿色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加速建设，美丽中国的“江西样板”逐步成型。
以开放为抓手，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江西“走出去”的
步伐愈加稳健，“请进来”的硕果日益凸显，国际“朋友圈”
不断扩大，正在成为内陆沿江开放新高地。希望通过这次
推介活动，让江西凭借改革开放的翅膀，加速走向世界，使
江西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更好地联接在一起。

鹿心社在致辞中对外交部给予此次推介活动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谢，对出席活动的各国驻华使节、嘉宾、各界
朋友表示欢迎。他说，江西生态秀美，文化灿烂。这里的
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天是蓝的，绿色生态是江西最大财
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历史上的江西，是陆上和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输出地，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江
西商品，是江西与世界交流的亮丽名片。正是从江西出
发，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赢得了革命胜利和民族独立，开
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征程。近年来，我们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加快发展，坚定不
移加快转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不懈实施民生
工程，推动江西发展迈上新台阶，生态环境质量和人民群
众福祉不断提升。

鹿心社指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江
西实际，提出建设富裕美丽幸福江西。要实现这个目标，
扩大对外开放是必由之路。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建
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深入实施大开放战略，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世界各地的全方位交流合作，
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我们愿与世界共同打造创新发展
新引擎，期待世界更多优秀企业和创新人才参与创新江
西建设，鼓励江西企业“走出去”，让江西产业融入全球产
业链、价值链。我们愿与世界共同探索绿色崛起新路径，
扩大生态交流、形成绿色共识，共同推动生态治理与绿色
产业发展合作，让绿色发展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类。我
们愿与世界共同开创文化交融新局面，加强文化交流，扩
大国际旅游合作，让世界人民领略江西美景、倾听江西故
事，让美丽江西“秀”出开放气质，实现对外合作互利共
赢，促进共同发展。

刘奇在推介中以“景德镇瓷器”作为切入点。他说，
“今天的江西，恰如瓷器的精美典雅，秀魅天下。”刘奇着
重从生态、人文、开放、创新和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推介

“江西之美”。他说，江西之美，美在绚丽多姿的山水生
态。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赞誉，江西是个好地方，生
态秀美，名胜甚多。近年来，我们致力保护生态环境、发
展绿色经济，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江西之美，美在
深邃厚重的人文底蕴。江西自古享有“人杰地灵”的美
誉。江西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注入磅礴力量。江西之美，美

在大气包容的开放特质。今天的江西，具有更好
的开放便利；江西“朋友圈”不断扩大，先后与220多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江西之美，美在创
新发展的蓬勃态势。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把新制
造经济、新服务经济、绿色经济、智慧经济、分享经
济作为主攻方向，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江西之
美，还美在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开放的江西，将
让来赣的海内外朋友投资放心、工作安心、生活舒
心。刘奇最后说，美丽江西惊艳世界，开放江西拥
抱世界。诚挚邀请各位来宾多到江西走一走、看一

看，亲身感受江西的美丽与魅力。我深信，一个开放的
江西、一个绿色崛起的江西，一个奔向富裕美丽幸福的
江西，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墨西哥驻华大使贝尔纳
尔、孟加拉国驻华大使卡里姆在致辞中对江西的“生
态之美”“活力之美”“丰饶之美”“人文之美”给予了高
度评价。他们表示，美丽的江西打动人，发展的江西
吸引人，希望进一步推动本国与江西在地方政府、商
务、人文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更多的活动在
江西开展，让魅力江西更好地走向世界。

开放的中国：美丽江西秀天下

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活动在京举行
王毅鹿心社致辞 刘奇推介 张业遂出席

9月8日，以“开放的中国：美丽江西秀天下”为主题的江西全球推介活动在北
京隆重举行。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9月8日，在外交部举办的江西全球推介活动上，外交部部长王毅、省委书记鹿心
社、省长刘奇和参会的外国驻华大使一起参观江西特色展示。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本报北京讯 （记者刘勇、李冬明、
卞晔）美丽江西惊艳世界，开放江西拥
抱世界。9月8日，以“开放的中国：美丽
江西秀天下”为主题的外交部江西全球
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来自 130多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260多位外交官酣
畅地领略到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具魅力
和活力的江西。

当日下午，推介活动在外交部蓝厅
举行，通过播放主题宣传片、领导推介、
展览展示、举办互动交流冷餐会等方式，
多视角、全方位展示江西，重点展示江西
作为共和国摇篮、人民军队摇篮和革命
摇篮的红色传承，以及绿色生态、资源禀
赋、历史文化和毗邻长珠闽地区及“一带
一路”内陆地区等区位优势，介绍近年来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让世界认识一
个正在奔向富裕美丽幸福的新江西。

记者现场见到，图片展览主要围绕
“红色基因”“生态之美”“活力之美”“人
文之美”“丰饶之美”等板块展开，把美
丽江西呈现给全世界。景德镇手工制
瓷技艺、樟树中药材炮制技艺……一系
列的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更是引
得各国使节驻足参观。“Jiangxi is beau⁃
tiful，I like it。”尼泊尔驻华公使 Sushil
来到中国工作才一个半月。他兴奋地
说，江西的山水风光令人印象最深刻，
我高兴地看到江西工业上的成就，以及

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我还没有去
过江西，很想去看一看”。

外交部自2016年3月开始举办中国
省区市全球推介活动。这是外交服务
国家发展、服务地方开放，帮助驻华使
团了解中国、促进中外合作的高端平
台。全球推介活动主要面向我国的中
西部地区，目前已举办了 9场。江西是
第 10个在外交部进行全球推介的省份。
活动由外交部和省政府共同主办，出席
的 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 260多位
外交官中，其中美国等国驻华大使、临时
代办和国际组织代表约90人；包括中外
媒体记者、企业代表、江西省、外交部等
单位代表在内共500多人出席。

推介活动让更多国家的使节和外
交官以及国际组织和企业了解、认知了
江西，使江西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
连接在一起。“江西与孟加拉国在水稻、
茶叶、棉花等农产品生产和旅游业发展
方面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孟加拉
国驻华大使卡里姆在致辞时说，我要向
外交部及江西省政府表达我们的感谢，
感谢你们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江西，也让
江西与在座各位使节所在国家建立起
更加牢固的合作关系。美国驻华大使
布兰斯塔德说，江西推介会太好了，太
精彩了，他非常期待早日访问江西！

（推介活动侧记见A2版）

外交部江西全球推介
活动惊艳世界

“我们每年使用粉煤灰、有色金属
废渣等各种工业废弃物约300万吨，为
发展循环经济贡献了‘万年青力量’。”
8月 25日，记者来到江西于都南方万
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世锋微
笑着介绍。

走进工厂，耳边传来机械运转的
声音，却难得看到工作人员。“现在公
司都是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
工作人员在中控室通过电脑
对生产环节进行调控。你看，
整条生产线都是封闭式的。
为了减少粉尘，公司还在各个
生产环节安装了除尘设备，产

生的烟气也都进行了脱硫脱硝处理，
做到零排放。”该公司安环部负责人告
诉记者，通过技术改造，厂区生产环境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产品质量和生产
效率也在不断提升。

8 月份，于都万年青工厂被国家
工信部纳入全国首批国家级“绿色工
厂”， （下转A3版）

“混改”成就“万年青”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透视

本报记者 刘芝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