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为加快促进全省春季旅
游市场升温，带动省内游、周边游和跨省游，切实实
现“引客入赣”，3月17日，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上饶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21“不负春光嘉游赣”全
省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暨第三届婺源油菜花文
化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婺源举行。

据了解，2021“不负春光嘉游赣”全省春季旅游
宣传推广活动时间为3月1日至4月30日，由“网红
达人‘+’游赣”“美拍达人‘佳’游赣”“车友达人‘驾
’游赣”“恋爱达人‘稼’游赣”“城市达人‘家’游赣”

等 5 大主题系列活动组成，将以全省各地联动、线
上线下互动的方式开展。

启动仪式上，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的
“嘉游赣文旅电子护照”上线。电子护照以云游江
西小程序为载体，为游客提供优惠活动和新玩法。
举办全省春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旨在通过利用全
省各地春季优势旅游资源，开发符合各地特色的春
季旅游产品，鼓励引导游客自驾游、家庭游、休闲
游、周边游，全力盘活全省旅游消费市场，助推旅游
业全面复苏。

不负春光嘉游赣
全省各地联动力推春季旅游

本报景德镇讯（记者王景萍）3月16日，记者从2021
年景德镇全市文旅工作会议上获悉，以承办全省旅游
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景德镇市正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大力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着力建设智慧旅游平台。

据介绍，景德镇市正着力打造陶阳里御窑景区、
陶溪川文创街区、三宝国际瓷谷、高岭·中国村等高品
质景区，整体提升浮梁古县衙、高岭·瑶里、洪岩仙境、

江西直升机科技馆的软硬件设施，促进陶瓷文化、茶文
化、古戏台文化、山水生态、康养休闲和航空等各业态
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同时，大力提升绿地·昌南里、名
坊园、陶瓷智造工坊和陶溪川直播基地等建设水平，力
争打造多个陶瓷文创旅游商品研产销基地。此外，该
市还将依托“5G+人工智能”城市会客厅，力争建成智
慧旅游平台，让游客“一机在手，畅游瓷都”。

景市大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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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吉水讯 （记者李歆 通讯员王
薇薇、胡淑兰）在吉水县城南郊赣江河道
中央，有一处桃树盛开的江心岛，举目远
望，恰如一艘巨轮停泊在水面，这便是桃
花岛。曾经，岛上交通不便，游客罕至。
从 2019 年起，吉水对桃花岛进行全面开
发，建设了观景跨江桥等一系列旅游配
套设施，将其打造成了集观光与人文、民
俗、娱乐为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桃花岛的“再生”，是吉水县加快文
旅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近年来，
该县积极策应“全景吉安、全域旅游”发
展战略，大力实施“文旅兴县”主战略，加
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
势，文旅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2020
年，该县接待国内外游客 628 万人次，旅

游总收入突破59亿元。
规划先行，高标准设计，是激活文旅

融合的动力之源。该县编制完成《吉水
县（2018-2028）文旅产业发展战略实施
纲要》，配套下发相关指导文件，完成大
东山、燕坊、桃花岛等 13 个景区专项规
划。从 2017 年起，每年设立 800 万元旅
游发展专项资金，不断优化空间布局，以
精品项目建设为支撑，通过固态物化、活
态传承，将文化植入旅游项目建设。

从桃花岛景区沿江向北眺望，吉安
中国进士文化园内的“状元阁”矗立在
赣江之滨。自 2020 年 10 月开园以来，
这座恢宏大气而又不失古朴典雅的进
士文化园，通过生动展示中国进士文化
发展史，并将吉水武术、鳌鱼灯、采茶

戏、铁脚戏等非遗项目植入园内，已成
为一张凸显庐陵文化地域特色的全国
旅游名片。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吉水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进文旅

“美丽乡村+”“度假康养+”等项目，精
心打造了“庐陵生活民居”燕坊、“美食
街区”坝溪渔村、“度假康养”大东山等
主题鲜明、功能清晰的主题景区，构建
了以墨潭桃花岛、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
为核心的南门洲文旅集聚区。同时，该
县以燕坊、卧虎岭、湴塘等古村为龙头，
辐射带动 21 个省级传统村落保护开发，
打造了 6 个国家 3A 级乡村旅游点，逐步
形成辐射城乡的赣江沿线、公路沿线、高
铁沿线“一核三线”旅游集聚格局，有效

提升了全县旅游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
响力。

为丰富文旅融合载体，吉水县加强
非遗普查、采茶戏创作，以进士文化等为
主题创作《吉山吉水吉人》一批精品剧
本，举办非遗文化展演等大型演出，推进
采茶戏、传统技艺等实景演艺业态项目
进入重点旅游景区，并推出“状元娃娃”、
吉水竹编等特色文旅产品，不断丰富旅
游业态。

借一江赣水，赢十里风光。如今，吉水
县正加快主题景区建设，开展传统古村落
保护开发，完善红色旅游项目，全面提升县
域旅游服务功能，紧扣旅游高质量发展“黄
金期”，吹响文化旅游产业加速发展新
号角。

优化布局 凸显特色 做精项目

吉水加快文旅融合激活发展新动力

3月12日，广昌县旴江镇彭田村食用菌生产基地，当地
村民正在采摘有机茶树菇。该县通过引进龙头企业打造
食用菌生产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带动乡村振兴。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近年来，靖安县罗湾乡依托本地青山绿水，发展扶贫
产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践行

“一产利用生态、二产服从生态、三产保护生态”的发展模
式，实现“村村有产业”，确保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 520 户
1455人脱贫后持续增收。

规模化发展笋竹林产业，增加贫困户收入
在罗湾乡桥下村新建组，成片的竹子随风摇曳，

竹林间一群群土鸡悠闲觅食。桥下村党支部书记黄
唐辉告诉笔者，2020 年，桥下村利用本村约 900 亩笋竹
林，引导 11 户贫困户入股合作社发展林下经济，养殖
高山土鸡 2000 余只，仅第一年，入股的贫困户就分红
2000 余元。

近年来，罗湾乡通过“党建＋合作社”形式，引导各村
建立专业农业合作社，吸引贫困户加入其中，从事笋竹林
养护、毛竹砍伐等工作，直接增加贫困户务工收入。同时，
大力引进利达、佰亿等木竹加工企业和立青林业等笋制品
加工企业，形成了吃笋、用竹、赏竹的产业链，每年转化当
地木竹资源5万吨以上，全乡从事笋竹林产业的贫困户达
到100余人。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态旅游越来越旺
冠沣科技有限公司是罗湾乡 2018 年招商引进的企

业，主要生产电脑、手机连接线等产品。为方便贫困户务
农、接送小孩上学等，冠沣科技灵活操作，实行弹性上班制
度，同时，改良生产线，允许贫困户将一些原材料零件带回
家中组装，公司定期回收成品。

近日，笔者来到哨前村民宿接待中心，几名服务员正
在打扫客房卫生。接待中心负责人熊楚华说：“这个民宿
接待中心是2020年建成的，现在全村共有接待床位50个，
去年夏季的时候，客房天天爆满。”

几年前，哨前村还是“十三五”省定贫困村，村级基
础设施陈旧，村民收入水平低。短短五年时间，通过哨
云农业合作社带动，吸引贫困户入股合作，建成了 150
亩绿色水稻、150 亩湘莲和 130 亩水蜜桃采摘园，围绕观
光农业、休闲农业丰富游览体验，不仅整村脱贫退出，
2020 年还成功获评省级 4A 级旅游乡村。目前，罗湾乡
有电子零件组装、首饰盒包装、木竹加工等企业 10 余
家，帮助 200 多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人均月增收
2000 元以上。

让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
刘 明

我省新增8家小微企业
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本报讯 （记者游静 实习生李晨）3月 15日，记者从省
工信厅获悉，经组织推荐、审核、公示等程序，近日，我省确
认了南昌大学科技园等8家基地为2020年江西省小型微型
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有效期 3年，有效期为 2021
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根据相关要求，获得认定的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要不断优化创业创新设施和环境，充分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创新服务和运营模式，增强服务能力；主动开
展公益性服务，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各项任务；加强
与其他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的交流学习，发挥示
范带动作用。此外，各地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示范基地工
作的调度指导，及时梳理总结和推广示范基地经验做法，
提升辖区内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的服务能力和孵
化效果。

华为（江西）新一代信息技术
应用创新中心上线

本报九江讯 （周亚婧 通讯员王能力）3月 18日，华为
（江西）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在九江市鄱阳湖生
态科技城正式上线运行，推动九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
展，助力九江构建数字产业化。

九江市鄱阳湖生态科技城在发挥区位、人才、生态等
优势的同时，结合华为的技术储备和产业整合能力，重点
围绕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携手华为生态合作伙伴，推进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
库及行业应用等领域的研究与应用适配，加速政府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的进程。

多措并举营造更优营商环境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罗春华）南昌县八一乡多措并

举，不断转变干部作风，营造更优营商环境，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再上新台阶。

该乡创新网格化管理，将 17 个村（居、社区）分成 132
个网格，要求乡、村、组三级干部按照网格区域范围，帮助
企业解决问题。同时，乡便民惠民服务中心午休时间和双
休日实行轮班制，确保窗口不离人、遇事有人办，切实提升
机关办事效率。同时，积极转变工作作风，热情服务办事
群众，及时处理群众诉求，并把监督检查作为转作风优环
境的重要抓手，开展企业大走访、大调研、大评议、大整治
等活动，全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中梗阻”现象，
清除影响发展的歪风。

玉山加快轴承产业
集群发展

本报玉山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吴德强）江西佳
马高精特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5 万吨高特型轴承钢管项目
点火开炉；江西同际轴承有限公司年产 500 万套叉车轴
承和 2000 万套深沟球轴承系列产品生产线项目投产试
运营；江西华标轴承有限公司年产 4000 万套汽车轴承和
静音电机轴承建设项目有序推进……连日来，玉山县轴
承产业园内处处机械轰鸣、生产火热，呈现出一派勃勃
生机。

轴承产业一直是玉山县的传统优势产业，但存在低
端、发展缓慢等问题。为谋求轴承行业转型发展，全县大
力实施轴承产业集聚升级工程，打造了占地 200 多亩的
轴承产业园平台，对外引进优质企业，对内培育本土企
业。充分利用乡情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面向浙江台
州等轴承产业富集地区和国际国内轴承展会平台，走出
去招商，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万里行”，引进了一批中高端
轴承企业。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完整的轴承产业链条，实现
从原来的单一品类到多元品类、从中低端徘徊到高精尖发
展的转变。”玉山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园区内密集
分布了30多家来自浙江等地的轴承企业，2020年轴承产业
产值突破10亿元。

赣江新区率先打造
“数字中医药健共体”

本报讯 （记者宋思嘉）日前，中国（南昌）中医药科
创城与江西国医数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
双方将共同推进全国首个“数字中医药健共体”落地赣
江新区。

“数字中医药健共体”是指数字化驱动、以健康为中
心、以中医药服务为特色的健康责任共同体，通过打造以
中医药理论为指导、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模式为依托的
中医药健康服务平台，在赣江新区开展个性化、便捷化、共
享化、精准化、智能化、线上线下相融合的中医药健康服
务，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

据了解，该项目将推进互联网医院、智慧中药房、慢病
管理中心、慢病医联体、智慧中医药平台、智能医保监管平
台、数字中医药展示和体验中心等进行数字化探索，并打
通“院内+院外”“线上+线下”全流程服务闭环。项目建成
后，居民可享受在线复诊、购药、线上医保支付、中药代煎、
药品配送到家等便捷服务。

近日，几名
小 朋 友 在 于 都
县 禾 丰 镇 园 岭
兰 花 新 村 嬉 戏
追逐。进入3月
份，赣鄱大地处
处春意盎然，人
们踏春赏景，尽
享美好春光。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3月18日，游客在新余市仙女湖区欧里镇昌坊旅游度
假村赏花游玩。3月以来，仙女湖区各乡村旅游点渐渐变

“热”，迎来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胡光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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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引导农民发“牛”财
本报崇仁讯（通讯员崔伟群、邹啸）“哞……哞……”老

远听见阵阵牛叫声，崇仁县白露乡乐家洲村脱贫户杨县才
心里乐开了花。每天一大早，老杨就赶着他的20余头黄牛
到自家屋后的沙洲上吃“早饭”。这是该县脱贫户发展养牛
产业致富的一个缩影。

针对本地山丘多、河洲多的优势，崇仁县把支持发展
菜肉牛产业作为一项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好项目，对养
菜牛的农户进行政策倾斜。县农业农村局对农户创办菜
牛养殖合作社或家庭农场的给予大力支持。县扶贫办、
畜牧局联合举办菜牛养殖培训班，提高养殖户技术水
平。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与养殖户时刻保持联系，一
旦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联系畜牧站上门帮助解决难题、进
行技术指导。农商、邮政等金融部门为养牛大户及时送
上经营发展资金。目前，该县以小额创业贷款、财政助农
信贷通形式发放的养牛贷款达千万元，全县牛存栏数约
2.1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