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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
位于新余高新
区的江西汇亿
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员工正在
生 产 线 上 忙
碌。今年以来，
该市克服疫情
影响，全力推进
锂电产业项目
建设，目前有锂
电企业 60 家，1
至 7 月 份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7.1
亿元。

特约通讯员
凌厚祥摄

生产忙

■ 本版责任编辑 袁 华 张晨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 江西日报社出版

方向凝聚力量

JIANGXI DAILY

中国江西网：http://www.jxnews.com.cn 江西新闻客户端

2020年9月

13
星期日

庚子年七月廿六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6—0001】

邮发代号【43—1】

第25904号

今日4版

本报长沙讯 （记者刘勇）9月 12日，江西省党
政代表团在结束鄂湘学习考察行程之后，就地在长
沙召开小结会。省委书记刘奇主持会议。他说，我
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
习借鉴鄂湘两省的好经验好做法，正视差距增强紧
迫感，奋发有为强化行动力，真正把学习考察成果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努力描绘好新时代
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省长易炼红讲话，省领导姚增科、李炳军、赵力
平、吴晓军、周萌、胡世忠、孙菊生、肖毅出席。

会上，南昌市、萍乡市、省发改委、赣江新区主
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他们立足所看谈所想，结合
所想谈打算，视野开阔、认识深刻、措施有力，真正
触发了思考，激发了斗志。会议就落实好与鄂湘两
省达成的共识和合作事项作了部署，要求各地各有
关部门积极主动加强衔接沟通，系统推进、狠抓落
地、务求实效。

刘奇指出，通过学习考察湖北湖南两省的发展
思路和政策举措，看到了自身差距，学到了鲜活经
验，增长了见识眼界，深受触动、深受教育、深受启
发，达到了学习取经、深化交流、加强合作的目的。
要以此次学习考察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
拓展视野，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用好学
习考察成果，做到学有所得、学有所悟、学有所用。

刘奇强调，
——要在全面对照审视中提升思想境界。正

视差距、认清短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善于跳出江
西看江西，着眼全国乃至全球谋划发展，既要“纵
向”看，更要“横向”比，以“作示范、勇争先”的使命

和责任，以抢先一步“吃螃蟹”勇气和魄力，切实抢
抓发展机遇、提高工作标准，努力向好的学、向强的
比、向高的攀，不断开拓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境界。

——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把做实做优做强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
产业链链长制，加快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
链培育、引进和融合，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大力
发展航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中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等优势产业。围绕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整
体竞争力，聚焦聚力做优做强大南昌都市圈，促进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努力把江西打造成为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支点。

——要在深化改革创新中激发动力活力。全
面深化改革攻坚，聚焦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加强改革举措的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
断取得“放管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新突
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企业和高
校、科研院所的对接合作，切实加强中科院稀土研
究院、中药国家大科学装置等重大平台建设，健全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

——要在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中锤炼务实作
风。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深入学习鄂湘两省干
部干事创业的劲头，敢于迈出第一步、敢于付诸行
动，大胆突破、求新求变，认准的事要马上干、率先干、
抓紧干，真正干好每一天、干好每件事。要善于攻坚
克难，只为办好找方法，不为不办找理由，努力把一个
个不可能变为可能，以担当实干、善作善成的务实作
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

易炼红指出，只有下好产业创新的“先手棋”，
才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领跑者”。要从战略上深

刻认识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极端
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牢牢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
着力增强产业创新力，抢占高质量发展的制高点。
只有种好营商环境的“梧桐树”，才能打造资金项目
的“聚宝盆”。要全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在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上下更大的功夫，作更艰苦的突破。只
有促进城市功能与品质的“大提升”，才能增强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要积极抢抓国家加快“两新一
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机遇，着力解决一批群众
期盼、政府可为的问题，让市民更有认同感、归宿
感、自豪感。只有拓宽价值转换的“大通道”，才能
实现绿色生态的“好钱景”。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更加硬核举措拓展“两
山”转化通道，让生态优势成为经济优势、发展胜
势。只有昂起引领带动的“强龙头”，才能打造区域
发展的“增长极”。要深入实施“一圈引领、两轴驱
动、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努力把大南昌都市圈
打造成为全省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加速形成“龙头引领、多极支撑，竞相发展、协同并
进”的生动局面。只有迎难而上、担当务实的“大拼
搏”，才能实现江西高质量跨越式的“大发展”。要
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差距和短板，大力弘
扬伟大抗疫精神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
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努力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
展新画卷。

当日，省党政代表团在长沙考察了岳麓山大学
科技城、湘江欢乐城、马栏山视频文创园。下午，圆
满结束赴鄂湘两省学习考察各项任务后，省党政代
表团返回南昌。

江西省党政代表团召开鄂湘学习考察小结会

正视差距增强紧迫感 奋发有为强化行动力
把学习考察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成效
刘奇易炼红讲话 姚增科李炳军出席

“昨晚刚从外地回来，明天要去黄
岗镇将侯村谈演出的事。”9月 7日，记
者来到宜丰县石市镇石崖滩村，只见村
子里停着一辆大型舞台车，年近七旬的
刘伙根热情地迎了上来。他是石市采
茶剧团团长，在当地小有名气。在石市
镇，大家喜欢叫他伙根，他走到哪，就会
把欢乐带到哪。他说：“让群众乐呵起
来，就是我的幸福。”这种幸福感，源于
一段戏缘。

2010年，刘伙根的母亲八十大寿，
老母亲想看采茶戏，可当地采茶剧团早
已解散。伙根只好去高安八景镇请戏
班。戏班来了，村里可热闹了，乡亲们
都自带板凳，围过来看戏。“好久没看戏
了，要是能多演几场就好了。”热心肠的

伙根原本只预订
了 3 场戏，立即又
追加到 5 场，让乡
亲们过了把戏瘾。

这件事让伙根
心中五味杂陈。多

年前，石崖滩村也有一个采茶剧团。
1979年11月，石市镇创办了采茶剧团，
因为唱功不错，刘伙根在剧团出演小生，
后来被推选为团长。当时剧团表演很
受欢迎，逢年过节或办喜事，乡亲们都
会请剧团演出。“乡亲们把采茶剧团看
得很重，每次演出完，都依依不舍。”伙
根久久地回味着。遗憾的是，因为人才
短缺，资金匮乏，剧团于1988年解散了。

剧团解散后，伙根办起了夏布厂、
养鸡场，创业小有成就，成了镇里的纳
税大户。生活虽然富裕了，但他没有忘
记舞台，更忘不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
来听戏的情景，心中始终藏着剧团梦。
直到 2010 年为母亲祝寿请来戏班后，
又重燃梦想。 （下转第3版）

伙根圆了剧团梦
本报记者 邹海斌 见习记者 朱兆恺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9月 11日，记者从省发改委获
悉，全省11个设区市和赣江新区2019年度营商环境评价工
作近日完成。评价结果显示，我省营商环境持续向好，取
得明显成效，19项一级评价指标中，有5项达到或接近国内
先进水平，10项达到中等水平，98.7%的企业对当地营商环
境给予满意以上评价。

开展全省营商环境评价，是我省对标国内国际一流水
平，以评促改、以评促优，着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的重要
推动力，也是全省营商环境建设情况的一次全面体检。根
据《江西省营商环境评价实施方案（试行）》，我省营商环境
评价指标体系参考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
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企业全生命周期、投资
吸引力、监管和服务等3个维度，并结合我省实际设置了开

办企业、获得信贷、政务服务等 19个一级指标。评价方式
上，采取第三方评、企业评和部门评相结合。

从评价结果看，由第三方中国社科院评价得分靠前的
是南昌市、赣江新区、吉安市、赣州市；由企业评价得分靠
前的是九江市、萍乡市、鹰潭市、宜春市；省直相关政府部
门评价得分靠前的是南昌市、赣州市、九江市、宜春市。从
评价总体情况看，近年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减环节、
减材料、减时间、减费用、优服务”，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务实
管用的改革举措，着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取得明显成
效。中国社科院量化评价反映，我省11个设区市和赣江新
区2019年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数平均值为82.45分。企业问
卷调查显示，有84%的企业认为优化营商环境举措有效果，
有56.32%的企业对投资本地“非常有信心”。

2019年江西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出炉

98.7%的企业满意当地营商环境

9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
党和人民把最高礼遇献给在今年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民英雄。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大力表彰和弘扬英雄
事迹，能够鼓舞斗志，催人奋进，能够激
励更多人学习英雄、争做英雄。历史是
人民书写的，而英雄是人民的优秀代
表。对历史的铭记、对英雄的崇尚，是
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在
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中国经历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
卓绝的历史大考。危难时刻，各行各业
涌现出一批人民英雄，为打赢这场疫情

防控阻击战作出了突出贡献。英雄模范
们用行动再次证明，关键时刻能够挺身
而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山因脊而雄，屋因梁而固。不管时
代如何变化，英雄人物始终是标注历史的
精神丰碑。革命战争年代，英雄是决定战
场上成败的关键因素；和平年代，英雄是
引领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正在发生日新月
异的变化，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
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
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

英雄精神，是一份巨大的教育财
富，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标。我们要为
英雄鼓与呼，让英雄力量薪火相传，让
英雄精神照亮新的征程。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谢蓬勃

赣鄱大地，秋色灿灿，跳动着工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8月12日，美克数创智造园等3个项目在赣州市南康

区集中开工，总投资超过 100亿元；8月 14日，九江市 123
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603.2亿元；8月18日，上饶经
开区22个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204.8亿元……

项目建设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稳定
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今年1至7月，全省亿元以上工业
项目计划新开工项目 1150个，开工率 96.7%；“5020”重大
工业项目计划新开工项目59个，开工率96.6%。

施工工地忙起来了，工业项目多起来了，江西工业发
展生机勃勃。“活力”是我省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的又一显
著特征。2019年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12727户，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34851.5亿元，同比增长 6.6%，增速列
全国第六位、中部地区第一位。

江西工业的活力，是高质量发展迸发的活力。在江
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人造石墨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
一袋袋负极材料整齐排列，等待装车。今年上半年，企业
实缴税金8334万元，同比增长42%。公司负责人介绍，今
年1月投产的高端生产线，将企业的产能由2万吨提升至
6万吨，今年营业收入预计突破50亿元。目前，该企业产
品出货量占全国负极材料市场份额约 25%，人造石墨细
分领域排名全国第一，在同行业排名稳居前三位。

数字证明这份活力的“含金量”。今年1至7月，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0%、8.3%、6.2%，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22.8%、37.1%、27.3%，比去年同
期分别提高1.4、1.6、0.9个百分点。

江西工业的活力，拥有源源不竭的创新动力。9月 4
日，由南昌市红谷滩区、高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影创
科技集团共同成立的联合创新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里
配备先进的测试仪器，为符合条件的创新创业企业提供
技术评估、初期研发指导及实验性测试。影创科技集团
董事长孙立告诉记者：“联合创新中心不仅为企业服务，
还将对中国东南地区的XR相关产业的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创新环境等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我省创新驱动能力持续增强，中科院稀土研
究院挂牌成立并基本完成一期工程建设，中科院中药国
家大科学装置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实验室投入运行，中科院江西产业技术创新与育
成中心、中国商飞江西生产试飞中心等启动建设……以创新为引领，我省不断做优
做强做大优势产业，跑出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度。

当前，我省正以产业链链长制等举措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难点、痛点，为
工业活力“减点阻”“加把劲”。近日举行的全省铜与电子信息企业产销对接会上，
75对铜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企业达成合作意向，签约金额达84.2亿元，126.1亿元
意向需求正在紧张对接。 （下转第3版）

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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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发展数据：奉新县生产总
值从2015年的112.5亿元到2019年的185.54亿元，
增长 64.9%；财政收入从 2015 年的 21.22 亿元到
2019年的26.3亿元，增长23.9%；2016年至2019年，
累计签约项目 172 个，签约资金 406.54 亿元；今年
上半年，生产总值达 87.79亿元，同比增长 0.7%，增
速较一季度提高4.7个百分点。

数据见证发展之路，荣誉体现赶超之势：奉新
县入选 2020年全国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县，
先后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城市基层
党建示范县、中国地名文化遗产“千年古县”等8个
国字号荣誉；连续六年荣膺全省高质量发展（科学
发展综合考评）先进县；荣获 2016-2018年度全省

加快工业发展加速工业崛起年度贡献奖；2019年被
评为全省工业高质量发展一类先进县。

“十三五”以来，奉新县统筹做好稳增长、调结
构、促改革、优生态、惠民生、强党建各项工作，在新
的起点，迈出新的征程，实现新的跨越。

理念新——思路打开出路
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无铁路，无大型国企，

工业基础薄弱……面对先天不足的发展劣势，面对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奉新如何阔步前
行，跳起来摘桃子？

向思路要出路，是奉新给出的回答。“坚持‘生
态优先、产业支撑、对接南昌、同步小康’主战略，全

力打好‘做强工业、提升农业、唱响旅游、建优城乡’
四大攻坚战，着力打造活力、实力、美丽、健康、幸福
奉新，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县委
书记甘贤武在县委第十四次党代会上，提出了新一
届党政班子的执政理念、目标思路。

思路明晰了，行动更加笃定。该县坚持强攻工
业不动摇，一张蓝图绘到底，牢固树立“服务也是招
商”的理念，吸引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新项目落户。

2017 年，同和药业成为当年全省首家、全省
第 37 家 A 股上市公司。陆丰管业看着“老乡”企
业良好的发展形势，立即决定投资奉新，第二年
又追加投资，投资 5 亿元的五星级酒店已完成主
体工程。 （下转第3版）

潦水激荡赶超梦
——奉新县高质量发展纪实

卢金星 本报记者 游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