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是坛

五年，生活可以发生怎样的改变？
神山村神气起来了，随井冈山市一道在全国

率先脱贫摘帽，昔日的穷山村变成“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昌赣高铁
开通，苏区振兴加速，赣南老区人民拥抱高铁时
代，拥抱一个更加可期的未来；“赣服通”实现省市
县三级全覆盖，可在线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超过
6600项，涵盖了户政、交管、社保等群众生活的方
方面面，“哪怕一次不跑，也能把事办好”……

“十三五”以来，全省人民向上向好的日子，见
证着江西改革发展的壮阔历程，也见证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

不同于世界很多国家，中国是以人民福祉为
旨归谋划改革发展的。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民
生改善就跟进一步，两者的有机统一，不是一时性
的制度安排，而是一种价值理念、一种发展智慧，

承载着我们党始终如一的初心和使命。
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的“人民性”，五年来，我省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因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
队”；大力创新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因为“环境
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不断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为的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一系列改
革发展举措，无不是以“民生”为潜台词和关键
词。而人民生活日新月异、幸福感与日俱增，正是
五年来最温暖的江西故事，彰显了最鲜明的中国
价值。

初心不改，虽远不怠。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
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践行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就
一定能在知行合一中开拓发展新境界，将辉煌成
就写在赣鄱大地，写在人民心里。

改革有力度 发展有温度
余 霞

■ 本版责任编辑 袁 华 张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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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新村，沥青路；有好路，好致富……
四好路，旅游的路，四海游客心情舒。”10月
15 日，记者在横峰县姚家乡王家村村前广
场看到，村民王寒正在为游客表演快板《四
好路上说幸福》。

“2017年至2019年，村里每年的综合收
入都超过了百万元，27户村民家家户户吃上
了旅游饭，坐在家门口就能增收。”王寒高兴
地告诉记者，王家村的变化得益于横峰县实
施的秀美乡村建设。

早年的王家村，山地贫瘠，缺水断路，加
之地处偏僻，村小人少，外界曾一度传唱“有
女不嫁王家郎，上年吃了下年粮”。面对困
境，如何拔穷根、富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头

等大事。
2016年7月，王家村被姚家乡确定为秀

美乡村建设点，修路、改水、为村庄“穿衣戴
帽”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实施后，王
家村亮了起来。“不仅是王家村，我们附近的
苏家塘村、滩头村、琯山村等都同步实施了
秀美乡村建设，连成了一片，可以说处处是
景。”王寒说，看着家乡越来越美，村理事会
决定发展旅游产业，通过“卖风景”挣钱。

说干就干！2017年2月23日，由全村27
户村民筹资48万元入股，江西好客王家农旅
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运营，王寒出任公司
总经理。围绕经营村庄、产村融合，村里新建
了攀岩区、烧烤区、野外活动拓展区等，所有村

民均被安排到种植、民宿接待、卫生保洁等岗
位，不少村民还办起了家庭农场和农家乐。
团队聚会、室外拓展、夏令营、亲子游……在
王寒的努力下，小村实现了大作为，当年旅游
收入达100万元，村集体增收10万元。

村里收入增加了，村民也富了。“因为游
客多，我的农家乐生意也很红火，年收入超过
15万元，好的时候近 20万元。”村民王有贵
说，2017年以前在外务工，全家一年的收入
只有4万元，现在办农家乐不但富了起来，还
为3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

美起来、富起来的王家村，是上饶市推
进秀美乡村建设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十
三五”以来， （下转第3版）

乡村美 村民富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据海
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江西外贸
进出口 3048.2 亿元，同比（下同）增
长 21.3%。其中出口 2221.8 亿元，增
长 23.5% ；进 口 826.4 亿 元 ，增 长
16%。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
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0.6、21.7
和 16.6 个百分点，增速继续位居全
国前列。

从季度数据看，出口规模冲高回
落，进口逐季攀升。在二季度单季度
规模创下历史新高后，三季度小幅回

落，其中三季度出口环比下降 6.8%，
进口环比增长6.6%。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七成，为
稳外贸主力军。前三季度，全省在海
关新增注册企业数 2269 家，增加
38.8%，其中新增注册民营企业数
2200家，增加 80.9%。江西民营企业
进出口2286.3亿元，增长33.8%，占全
省外贸总值的 75%，比重提升 7个百
分点，带动全省进出口增长 23 个百
分点。

前三季度，江西对东盟、美国、欧

盟等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
增长，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18.5个百
分点。此外，江西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合计进出口 897.1 亿元，增长
21.2%，占全省外贸总值的29.4%。

从进口产品看，集成电路为第一
大进口单项商品，铜矿砂、铁矿砂等
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前三季度，
江西机电产品进口 469.4 亿元，增长
31.4% ，占 同 期 全 省 进 口 总 值 的
56.8%。其中，集成电路进口280.3亿
元，增长37.7%。

前三季度江西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1.3%
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均继续位居全国前列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魏星）10月18日，
2020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在景德镇
拉开帷幕。

当日上午，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广场，
嘉宾云集、高朋满座。10时15分许，全国政
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刘新成宣布
本届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在热烈的掌声
中，刘新成，省长易炼红，省政协主席姚增
科，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人，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柯良栋，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
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杜同和，商务部外贸发
展局有关负责人等共同启动开幕。省委常
委、副省长吴忠琼主持开幕式。

易炼红在致辞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参
会嘉宾和客商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景德
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去年 7月
成功获批。千年瓷都在历史的转角处，迎来
了重振辉煌的千载机缘；红土圣地在国家的
大局中，落下了赶超跨越的关键一子。一年
多来，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以答卷者的使命、奋斗者的自觉和先行者的
担当，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
进、高水平落实，推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千年瓷都景德镇，正日益散发出“一江两河
出平湖，十八码头通古今；百里昌江风景美，
千年瓷都展新颜”的独特魅力。

易炼红指出，景德镇作为陶瓷文化的
发源之地、传承之地、创新之地，永远是陶
瓷文明的集大成者，永远是陶瓷人士的至
尊至爱。我们将以建好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为契机，着力推进陶瓷
文化传承创新发展，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坚
守而不固守、守成而不守旧，瞄准世界一
流、产业高端、技术前沿，聚集创新创造要
素，延揽创新创造人才，乘势起势成势，全
力建设国家陶瓷文化保护传承创新基地、
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国际陶瓷
文化交流合作交易中心，并带动更多创新
创造源泉在江西激情迸发、热流奔涌，努力
将景德镇这座千年瓷都，打造成让世界感

知中国、惊叹中国的璀璨明珠，让江西成为
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
化的重要纽带和桥梁。

易炼红表示，已经连续举办 16 届的瓷
博会，是精彩演绎“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
走”盛景的重要载体，也是加快建设国家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的重要平台。我们
将站在更高起点上，聚焦“越办越好”的目
标，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以更高的标准、更
新的理念、更实的举措，努力把瓷博会打造
成为更大体量的产品交易平台、更具实效的
投资促进平台、更高品位的人文交流平台、
更加出彩的开放合作平台，让千年瓷都焕发
出新时代璀璨夺目的光彩。

刘新成、易炼红、姚增科等与会嘉宾还参
观了展馆。来自国内外近千家品牌陶瓷企
业、1200多名客商嘉宾参加了本届瓷博会，并
现场进行了项目签约。其间，还将举办陶瓷
产业招商推介会、第六届全国陶瓷职业技能
竞赛总决赛、天猫景德镇日用陶瓷企业标准
发布会暨天猫直播基地揭牌等一系列活动。

2020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开幕
刘新成宣布开幕 易炼红致辞 姚增科出席

本报乐平讯 （记者邱西
颖 通讯员朱媛媛、王斌）全面
消除 118 个村集体经济“空壳
村”，超标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荣获全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实绩考核优秀单位……一
连串实打实的成绩，彰显着乐
平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新气
象。近年来，乐平市始终把深
化农村改革作为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围绕提升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集中力量
解决产业不强、环境不美、机制
不活等问题，仅今年就启动 27
项农村改革，释放出乡村全面
振兴的澎湃动力。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
键。乐平市将发展扶贫产业
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等作为当前农业农
村改革的重点，在政策引导、
项目扶持、招商引资、贷款融
资、利益分成等方面制定出台
多项改革举措，全力助农增
收。该市偏远乡镇十里岗镇
作为农村产业改革“急先锋”，
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通过资产入股、务工就
业、分红受益、奖励生产等形
式，扭紧贫困户、种植户和合
作社利益联结链条，引进外商
签订优质供种、保价收购协

议，将白莲种植作为全镇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和
十里岗镇一样，乐平市其他乡镇特色产业也纷纷
涌现，形成了礼林食用菌、高家白茶、镇桥蔬菜、双
田富硒米等“一村一品”“一镇多业”格局，带动了
乡村产业兴旺。

如果说产业发展，让乐平的十里岗镇实现了
新发展，而针对全域旅游和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进
行的改革，则让山区小镇洪岩镇的好风景也有了

“好钱景”。洪岩镇以“全域化旅游、泛产业融合”理
念为指导，以改善人居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为落
脚点，做大做强“醉美洪岩”品牌。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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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修水县按照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
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加大三农投入，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扎实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
力推动农民脱贫增收，农业
农村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就，一幅乡村振兴的宏伟
蓝图正在描绘。

兴产业，推进
现代农业发展

发展产业，壮大农村
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
中，修水县围绕“传统产业
稳增长，特色产业促增收”
的目标，深度发展蚕桑产
业、加快发展茶叶产业，通
过产业带动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

蚕桑产业是村民致富
增收的传统产业，修水县
大力发展蚕桑专业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基地+
产业大户”模式发展蚕桑
养殖。在修水县马坳镇黄
溪村的蚕桑合作社，加工
车间热火朝天，蚕丝产品
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

地。该村通过发展蚕桑、茶叶、蔬菜、花卉苗木、
有机葡萄等产业，村集体经济达 1000余万元，全
村银行存款 1.3 亿元，户均 17 万元，人均 4 万元，
80%的村民家里有小汽车。黄溪村已经成为全
县乡村振兴的样板，吸引了周边乃至全国各地乡
村前来取经。

产业要发展，规划必先行。近年来，经过整体
规划打造，修水县已形成了“一园多区”“一乡一
园”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创建1个国家农业科技
园、3 个省级农业示范园、4 个市级农业示范园。
多种农业产业布局已初见成效，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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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
南昌绿地国际博
览中心，市民在
体验“VR 模拟
驾校”。当天，
2020VR/AR 产
品和应用展览
会正式启幕，适
逢周末，吸引了
许多市民前来
观展体验。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VR
体验

本报讯（记者刘勇）10月18日，省委书
记刘奇、省长易炼红在南昌会见了前来出席
2020世界VR产业大会云峰会的部分嘉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柯瑞文、中国
工程院院士赵沁平，省领导姚增科、殷美根、
赵力平、吴晓军、吴忠琼、周萌参加会见。

刘奇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的到
来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江西经济
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VR
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
驱动力量，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
点。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坚持科技引领，强化产业支撑，优
化发展生态，深化市场应用，倾力打造世界
VR产业大会，大力推动全省VR产业实现
快速发展。

刘奇介绍了省情和本届大会筹备情况，
衷心希望各位嘉宾围绕大会主题，积极建言
献策，共同探究产业发展大势，共同打造产
业生态，共商产业发展之策，推进VR产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希望大家进一步加强与
江西的交流合作，助力打造VR产业“江西
高地”，共同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
画卷。他说，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保姆式”

“妈妈式”服务，加快建设“五型”政府，全力
打造“四最”营商环境，让大家在江西投资放
心、发展安心、生活舒心，努力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马建堂、柯瑞文、赵沁平等表示，世界
VR 产业大会已成为一年一度产业发展的
盛会、交流合作的舞台，体现了江西省委、
省政府以 VR 产业为抓手，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彰显了江西发展的蓬

勃生机。与会专家学者、企业家将以此次
大会为平台，共商产业发展大计，共促产业
做优做强做大，同时，进一步深化与江西在
VR等数字经济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江西
创新发展。

本次大会以“VR让世界更精彩——育
新机、开新局”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形式召开，并首次在奥地利设立分会场，
安排了开幕式、分论坛、产业对接等系列活
动，组织了中国 VR50 强发布、VR 电竞大
赛、虚拟现实产业创新大赛等活动，虚拟主
持人、峰会AR特效、云会场VR直播、嘉宾
全息投影演讲、智能同传等新场景也将在本
次大会集中亮相。

中国移动、中国银行、中航工业、腾讯、
百度、浪潮、科大讯飞、HTC、高通、微软等
企业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刘奇易炼红会见2020世界VR产业大会云峰会嘉宾
马建堂姚增科参加会见

本报讯（记者刘勇、王景萍）10月18日，北京
大学景德镇研究院在景德镇挂牌成立。之前，北
大与景德镇签订了研究院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省委书记刘奇在南昌会见了前来签约考察的
北大校长郝平一行。

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宝剑、张平文，省领导吴晓
军、孙菊生参加有关活动。

刘奇对郝平一行前来江西考察，深化省校交
流合作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北大与江西历史
渊源深厚，合作交流密切。上世纪 60年代，北大
曾经在南昌鲤鱼洲设立分校。自 2013年双方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以来，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
化传承创新等方面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取得明显
成效。

刘奇希望以北京大学景德镇研究院为平台，
北大持续深化与江西在陶瓷文化、新材料、产业创
新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助推赣鄱文化传承创新，助

力江西文化产业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北大的强
大资源优势，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
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对江西革命老区的支持力
度。我们将全力做好对接和服务工作，热忱欢迎
更多北大才子来江西创业就业，不断提升省校合
作水平。

郝平表示，江西发展成就令人振奋、发展后发
优势日益凸显。北京大学将在原有基础上，进一
步加强与江西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医疗卫生、
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的合作交流，不断提升校省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为江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和科技支撑。

根据协议，北京大学和景德镇将在产业发
展、人才培养、文化交流、学术研究和项目共建
等方面开展多元化合作，合力打造文化传承创
新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和鲜明特色的研究机构，
更好推动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
区建设。

北京大学景德镇研究院挂牌成立
刘奇会见北大校长郝平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