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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江西这么干
到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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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抚州讯 （记者李耀文）3月
9日下午，抚州市召开全市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会精神，对全市党史学
习教育进行安排部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力行，
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全力
推进抚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会议指出，党史学习教育是一项
系统性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市各级党
组织要紧扣学习教育任务，坚持统筹
推进，注重分类指导，把学习教育融入
日常、抓在经常，有力有序推进学习教
育各项任务。全市各级党组织必须从
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无穷智

慧和磅礴力量。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扎实的工作举措，不走形式不走过场，
严防学用“两张皮”现象，高标准高质
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为把学习教育落细落准，该市要
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组织领
导，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统
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精心组织；要
周密安排部署，把党史学习教育贯穿
全年，组织开展主题突出、特色鲜明、
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要树立“大宣
传”理念，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
贫攻坚全面胜利等宣传活动，充分调
动各方资源，深入挖掘抚州的红色故
事，创排一批具有抚州特色、反映抚
州特点的党史题材文艺作品，引导广
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抚州抓细抓实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记者刘佳惠子）据海关
统计，今年前 2 个月，江西外贸进出
口 705.9亿元，较 2020年同期（下同）
增长 55.9%。其中，出口 523.2 亿元，
增长 83.2%，规模居全国第 11 位；进
口182.7亿元，增长9.2%。进出口、出
口增速分别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23.7和33.1个百分点。

出口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
去年出口基数较低，今年外部需求持
续回暖。受益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
生产、消费景气度回升，前 2 个月江

西对美国、欧盟出口分别增长107.5%
和 96.6%。此外，“就地过年”冲淡了
春节假期影响。华勤电子、晶科能源
等多家重点外贸企业，春节期间维持
生产经营，以往年后才能交付的订单
都按期正常交付，实现“淡季不淡”。
前 2个月，江西有进出口业绩的企业
365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 743家。进
出口企业活力显著增强。

从贸易市场看，前 2 个月，江西
对前三大贸易伙伴东盟、美国和欧盟
进出口 100.9 亿元、99.3 亿元、83 亿

元 ，分 别 增 长 55.9% 、105.8% 和
70.8%。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 195.1 亿元，增长 61.9%，占
全省外贸总值的 27.6%，比重提升 1
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商品看，自动数据处
理设备、太阳能电池等出口大幅增
长，无线耳机、手机出口有所回落。
同期，纺织服装、家具等七大类劳动
密集型产品实现全面增长，出口
133.5 亿元，增长 164.1%，占比超四
分之一。

外贸实现开门红

前两月江西出口规模居全国第11位

本报南昌讯（记者宋思嘉）连日
来，一场以“转作风 优环境”为主题
的头脑风暴在南昌市掀起热潮，打造

“无事不扰”“有呼必应”城市新名片，
塑造“洪城干部”新形象，成为该市广
大党员干部关注的焦点。

为树立竞争优势、实现赶超发
展、彰显省会担当，不断开创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新局面，近日南昌市围绕

“全省前列、全国一流”的目标，全面
开启 2021“转作风 优环境”活动年，
计划通过一年左右时间，迅速取得明

显成效；通过三年左右时间，使南昌
营商环境实现根本性改变，真正塑造

“洪城干部好作风”新形象，切实打造
“营商环境一流城市”新标杆。

据了解，该市将比照先进城市、
结合实际情况，大力发扬“三牛”精
神，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的理念，营造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
开明开放的市场环境、安商富商的
政策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宜
居宜业的城市环境和清明清朗的政
治环境， （下转第2版）

转干部作风 优营商环境

南昌打造“无事不扰”
“有呼必应”新名片

本报新余讯（邹宇波 记者胡光华）不久前，厚度0.18
毫米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在新钢轧制成功。从 0.5毫米
低牌号电工钢，到0.18毫米高牌号无取向电工钢，新钢只
用了一年时间，标志着新余钢铁加工产品向高端市场迈
进了一大步。从原先的“傻大粗”，到如今的“高精尖”，新
余钢铁产业链不断延长，竞争力快速增强。

作为传统工业城市，新余咬住高质量发展不松劲，围
绕创新链延伸产业链、围绕产业链做大项目、围绕大项目
抓要素保障，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强市建设。去年全市规
上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4.7%和 8%，引进 20亿
元以上项目 18个，较上年增长 350%。钢铁、锂电两大产
业发展态势强劲，钢铁产业营业收入突破千亿元，锂盐产
能占全国四成，成为全球最大乘用车锂电池正极原料生
产基地。

去年 10月底，赣锋锂业年产 5万吨氢氧化锂项目投
产。今年，公司又布局年产 10Gwh新型锂电池、年产 20
亿瓦时高容量锂离子动力电池等项目，预计年内完成投
资33.6亿元。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创新驱动，让赣锋锂
业产品不断延展。

赣锋锂业的发展轨迹，是新余围绕创新链延伸产业
链，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缩影。去年初，新余提出构
建“2+4+N”新型工业体系，即以钢铁、锂电为两大支柱产
业，以光伏、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麻纺为四大重点产业，
以大数据、节能环保、安防、电力等为 N 个特色优势产
业。该市坚持创新驱动，积极补链强链，推进产业集聚。
全社会研发投入连续三年增长率超 20%；建成院士工作
站、博士后工作站等省级以上科研平台60余个；高新技术
企业达180家。

围绕产业链，做实大项目。链上大项目持续加力，去
年实施工业项目建设提速年活动，125个市重点工业项目
完成投资150多亿元。新钢综合料场智能化改造、新冀动
力电机等52个重点工业项目建成投产。链外大项目锦上
添花，分宜电厂2台66万千瓦发电机组竣工投产，大唐新
余电厂二期扩建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袁河梯级开发和
港口建设项目顺利推进，从而为新余工业注入直接动力，
奠定了发展基础。

走进新鑫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3.7万平方米的酸
洗厂房拔地而起，工人正在安装设备。公司总经理周兰
英介绍，新余有20余家金属制品企业，之前原材料酸洗各
自为战，不仅环保难以监管，而且产品质量不稳定。“2020
年4月投产后，可为这些企业提供钢材集中采购和酸洗服
务，年酸洗盘圆钢材 70万吨。”如今，新余建有酸洗、热处
理、电渡等 19个工业公共服务平台。工业生产细化分工
合作，为企业减了负，为环保助了力，更推动了产业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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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赣州讯 （记者刘勇）3 月 13
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
在赣州市宣讲全国两会精神。他强
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
会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把牢方向、找准定
位、锐意进取，坚定不移加快推进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乘势而上推动“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省委常委、赣州市委书记吴忠琼
陪同。

入社区、进车间、到田间地头，刘
奇深入一线宣讲、与干部群众面对面
交流。他紧扣全国两会精神，结合大
家身边变化、美好憧憬，谈学习认识、
鼓奋进斗志，深入浅出、循循善诱。
他说，去年以来，我国疫情防控斗争
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决战脱贫攻坚
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
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交出了一份人民
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
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受益
者、见证者，更加深切感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巨大的政治勇气、高超的政治

智慧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学习贯彻
全国两会精神，最重要的是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
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确保党
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江西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章贡区南外街道赣纺小区的活动
中心，居民们正在一起学党史、唱红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刘奇与
大家齐声高唱，现场气氛热烈。刘奇
说，这些年赣南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凝聚着习近平总书记对革命
老区的深情大爱，体现了党的初心使
命。我们要永远感党恩、听党话、跟党
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赣纺小区为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刘奇仔细察看改
造实效，询问居民意见建议。他指出，
我们要以高质量标准，按照“四精”要
求，持续推进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大力
整治乡村人居环境，为高品质生活打
下坚实基础。

在兴国县龙口镇睦埠村、文院村，
刘奇走村巷、入农户、进大棚，详细了
解乡村振兴推进情况，与驻村第一书
记、村干部面对面交流。刘奇对大家

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生活在江
西这片红土圣地，革命先烈先辈的英
雄事迹耳熟能详，时刻教育我们、鞭策
我们。要以革命先烈先辈为镜，带着
感情、使命、责任深入群众，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取得实效。

赣南产业发展生机勃勃。刘奇先
后走访了京瓷精工、国机智骏、感恩电
子等企业，了解科技创新、市场开拓等
情况，帮助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他指出，要按照全国两会的部署
要求，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新
发展理念，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找准
定位和切入点，深入分析发展优势和
短板弱项，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的重
点产业和主攻方向，持续推进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刘奇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了中共
中央华南分局赣州扩大会议旧址、革
命烈士刘启耀故居。他指出，江西是
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我们要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任何
时候都不要忘了革命理想和宗旨，不
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了革
命先烈，不要忘了中央苏区、革命老区

的父老乡亲们。要切实发挥得天独厚
的红色资源优势，以革命旧居旧址和
革命纪念馆（博物馆）为课堂，教育引
导全省党员干部学好百年党史、传承
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切实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努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务求实效、
走在前列。

来到苏区干部好作风陈列馆，刘
奇透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展陈深刻
感悟苏区精神、苏区干部好作风。他
指出，要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全
国两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
实，唯有靠实干。我们要大力弘扬革
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让伟大的革
命精神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锐意进
取、苦干实干，以“第一等的工作”奋
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江西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
发展新画卷。

在赣州期间，刘奇会见了吉利控
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刘奇感谢吉利
看好江西、投资江西，要求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强化精准服务、有效服务，
让企业在江西投资放心、发展称心，努
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刘奇在赣州市宣讲全国两会精神时强调

坚定不移加快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乘势而上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新年伊始，从北京传来喜讯，上饶
成功获评国家卫生城市。

几多艰辛，奋力冲刺，一次成功，
800万上饶人民无比兴奋。通过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上饶市以问题为导向，
不断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城市面
貌实现大飞跃、管理水平有了大提
升。更重要的是，广大市民在创建过
程中接受了一场大洗礼，文明素养达

到新高度。

硬件提质升级，城市功
能和品质迈上新台阶

创卫是民生工程，更是民心工程。
上饶市把创卫作为“提升城市品

位、改善城市环境、保护人民健康、
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
2016 年首次提出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目标，特别是 2019 年以来，发起了全
力冲刺。

全市上下一心，成立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指挥部，制定出台《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量
化任务清单。大刀阔斧开展基础设施
建设，累计实施中心城区重点城建项
目近400个，新建改建标准化农贸市场
41 个，新建各类小公园 58 个、城市道

路 50多条，新增停车位 6.7万个，城市
功能更加完善，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创卫不是一时之事，如何做到“平
时创卫”，而不是“评时创卫”？上饶以
问题为导向，一方面聚焦百姓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狠抓整改，着力解决存
量问题；另一方面，坚持边实践、边总
结、边完善的原则，倒逼管理机制不断
创新。 （下转第2版）

上乘富饶地 蝶变展新颜
——上饶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纪实

本报记者 祝学庆 余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