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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2021年全国大江大河、大型及防洪重点中型水
库，全省五万亩以上圩堤，国家级和省级蓄滞洪区，全省重
点防洪城市，江西省、各设区市及赣江新区防汛行政责任人
名单公布如下：

全国大江大河防汛行政责任人
长江干流 严盛平
全省大型、防洪重点中型水库防汛行政责任人

柘林 严盛平，万安 李克坚，洪门 徐国义，江口 林愚，
上犹江 罗瑞华、余业伟，东津 时小林，团结 黄勇鹏，油罗
口 韩相云，长冈 陈黎，龙潭 余业伟，紫云山 李晓楚，潘
桥 徐结强，飞剑潭 胡勇，上游 熊慧华，大塅 陈伟峰，共产
主义 李晓滨，七一 李晨明，滨田 雷垦华，军民 万国，大
坳 俞健，伦潭 洪岳善，白云山 李志发，老营盘 夏得烈，南
车 蒋兴灿，社上 尹伟民，廖坊 徐国义，湖塘 顾峰，大港
刘红，浪溪 帅中华，观音塘 赵木林，枣木 利军，狮子口 林
愚，蔡坊 蔡东祥，长河坝 陆芳锋，垅涧里 吴晓慧，跃进 温
岩松，礼亨 杨祥文，金盘 朱隆泽，石壁坑 邹时敏，竹坑 刘
晓宝，黄云 钟思勇，龙兴 钟思勇，龙山 许晓龙，日东 蓝贤
林，灵潭 刘道军，南河 李高华，仙人陂 刘干，上迳 刘宏
春，五渡港 朱新梅，中村 明星，走马垅 胡烈，长龙 涂佐
明，斗晏 王平，黄金 熊晓群，金桥 陈晓建，攸洛 范国军，
碧山 罗功成，矿山 习杰斌，严罗胜 习杰斌，樟树岭 罗功
成，罗湾 刘化平，南港 罗意然，三十把 黄志荣，三兴 潘集
章，板坑 胡耀明，大丰 范长春，光华 谭国林，双峰 罗荣
华，石溪 杨卫勇，店下 袁宝珍，洞塘 袁 宝 珍 ，庙 前 谢 云
程，上阳 袁宝珍，军潭 刘晓芳，七星 陈金良，铁炉 王毅，
大港桥 程锡华，峡口 韩敏，螺滩 李志发，缝岭 夏得烈，窑
里 刘苑敏，白水门 杜滨，返步桥 金晶科，高虎脑 汤武妍，
枫渡 肖锋，横山 王春斐，蛮桥 付志军，幸福 饶大义，杨
溪 刘彬，中坊 孔思东，燎源 石俊，车么岭 余兵才，峡江
李克坚，界牌 毛伟卿，石虎塘 朱新堂，山口岩 崔传鹏，井
冈山 李艳辉，新干 朱新堂，洪屏 李铁刚

全省五万亩以上圩堤行政责任人
赣抚大堤 赣东 0+000~12+801 谢振福、12+801~41+

533 傅亚红、41+533~85+413 徐结强、85+413~128+797 杨

燊、128+797~135+350 邓云生、135+350~137+140 万明，抚
西 0+000~6+500 14+574~14+837 14+837~22+975 闵 员
根、6+500~8+000 8+000~11+500 11+500~14+574 金怡平，
红旗联圩 0+000~21+542 24+058~41+300 71+000~73+
300 75+155~78+618 熊俊、21+542~24+058 陶春文、41+
300~71+000 73+300~75+155 胡朝辉、78+618~81+950 贾
中强，长乐联圩 0+000~97+100 陈奇勇、万剑波，廿四联圩
0+000~42+725 66+020~90+400 唐艳华、42+725~50+617
52+617~66+020 杨明、50+617~52+617 胡位堂，药湖联圩
0+000~7+070 14+600~29+700 聂玉华、7+070~14+600
29+700~34+800 徐爱文，军山湖联圩 0+000~3+500 0+
000~2+400 熊辉，蒋巷联圩 0+000~94+360 张周平，赣西联
圩 0+000~41+422 杨先国，抚东堤 0+000~52+214 陈韬，
南新联圩 0+000~56+580 陈伟峰，流湖圩 0+000~9+053
陈圣栋，南昌城防堤 127+797~134+697 134+697~135+
297 135+297~135+697 邓云生、135+697~137+140 滕王阁
至八一桥段 富大有堤西 3+820~1+150 1+150~0+000 富
大有堤东 0+000~2+183 万明、富大有堤东 2+183~5+106
万志军、富大有堤东 5+106~12+735 熊俊，中洲联圩 0+
000~41+873 皮钧，棠墅港左堤 0+000~43+260 皮钧，沿江
大堤 洲上街至北龙蟠街无桩号 龙蟠街至西站大街无桩号
西站大街至南昌大桥 7+800 7+800~11+900 11+900~15+
250 钱赛，信西联圩 0+000~26+412 邓之武，丰城大联圩
0+000~49+030 孙万荣，稂洲堤 0+000~1+500 吴恺熙、1+
500~3+000 付仁保、3+000~4.536 聂勉，小港联圩 0+000~
23+300 谢友根，长江干堤 城防堤0+000~5+768 刘宏、5+
768~17+460 邱舰、梁公堤 0+000~5+605 陈国胜 柯愫君、
赤心堤瑞昌市段 5+605~10+300 胡定文 高阔、赤心堤柴桑
区段 10+300~15+000 赵和平 孙卫东 田瑞君、赤心堤开发
区段 15+000~16+100 钟华星、永安堤 16+100~32+700 钟
华星，芙蓉堤 0+000~12+337 吴华丰，江新洲大堤 0+000~

41+360 骆效农 李兆培 李三荣 雷新钧，八里湖堤 0+000~
3+520 陶晔，赛湖大堤 0+000~11+840 陈骏 余平，棉船圩
0+000~30+566 邵九思，九合联圩 0+000~14+450吴鹤平、
26+850~42+800 柯园龙、14+450~26+850 陈立 李小芳，三
角联圩 0+000~15+000 22+800~27+100 29+350~30+000
万建明、31+200~33+570 顾太震、30+000~31+200 潘光 江
立萍、15+000~22+800 万建明、27+100~29+350 顾太震，信
瑞联圩 0+000~28+960 占建芳、62+666~78+220 艾晖、28+
960~32+010 赖华荣，康山大堤 0+000~36+250 刘平，梓埠
联圩 0+000~10+538 0+000~5+674 邓正平，枫富联圩 0+
000~56+670 王勋，古埠联圩 0+000~28+200 谭学显，饶河
联圩 0+000~46+566 周剑锋，珠湖联圩 0+000~19+560 张
忠 吴文艺，乐丰联圩 12+705~26+136 沈忠春、0+000~12+
705 赖华荣，西河东联圩 0+000~35+250 陈振华 郑佐周，
畲湾联圩 2+160~23+850 王宗华 0+000~2+160 周理，三
湖联圩 30+650~55+450 李国平、0+000~30+650 55+450~
78+976 杨二勇，赣西肖江堤 0+000~43+600 王方大，筠安
堤 0+000~45+233 刘宇，唱凯堤 0+000~18+360 何云峰、
18+360~80+350 陶建华，袁河南联圩 0+000~23+450 35+
800~89+875 黄志斌、23+450~35+800 廖军保，乐北联圩 0+
000~42+700 李晓滨，中潢圩堤 0+000~18+000 蔡立新、18+
000~29+180 佘荔萍，成朱联圩 18+183~44+100 黄日德、0+
000~18+183熊本高

国家级和省级蓄滞洪区防汛行政责任人
康山、珠湖 刘斌，黄湖 樊三宝，方洲斜塘 樊三宝，箭

江口 樊三宝，泉港 漆海云，清丰山溪 漆海云
全省重点防洪城市防汛行政责任人

南昌 万广明，九江 谢来发
全省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

全省 易炼红，南昌市 万广明，安义县 谭伯乐，青山湖
区 袁一旦，东湖区 胡俊峰，进贤县 王强，南昌县 陈翔，青

云谱区 吴江辉，西湖区 邓云生，新建区 王玮，红谷滩区 任
海斌，经开区 于立山，高新区 熊俊，湾里管理局 龚志强，九
江市 谢来发，柴桑区 赵和平，德安县 周三连，都昌县 钟有
林，共青城市 卢治轩，湖口县 曾宝柱，濂溪区 盛炜，庐山
市 王斌，彭泽县 吴华丰，瑞昌市 陈琪，武宁县 李广松，修
水县 张林，浔阳区 邱舰，永修县 秦岭，景德镇市 熊皓，昌
江区 倪卫春，浮梁县 程新宇，乐平市 高翔，珠山区 张朝
博，昌南新区 高晓云，高新区 邱晨阳，鹰潭市 黄占共，贵溪
市 周谷昌，余江区 罗卫国，月湖区 刘辉斌，新余市 徐鸿，
分宜县 夏侯云，渝水区 邹家洪，仙女湖区 章丽萍，高新区
舒永忠，萍乡市 崔传鹏，安源区 谢晖，莲花县 郭小彬，芦溪
县 彭祎，上栗县 王均洪，湘东区 李波，萍乡经济开发区 甘
敏君，武功山风景名胜区 景国成，上饶市 陈云，广丰区 郑
华森，广信区 何党生，信州区 叶文华，德兴市 杨秀福，横峰
县 潘琍，鄱阳县 胡斌，铅山县 未小刚，万年县 毛奇，婺源
县 周华兵，弋阳县 吴华，余干县 江忠汉，玉山县 徐树斌，
上饶经开区 张 斌，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程水波，上饶高铁经
济试验区 余洪雷，宜春市 漆海云，袁州区 胡勇，丰城市 徐
结强，奉新县 陈志尧，高安市 康健，靖安县 黄为民，上高
县 金彪，铜鼓县 李勇军，万载县 曾文军，宜丰县 解鸳，樟
树市 尹志来，明月山 胡三红，吉安市 李克坚，吉州区 罗青
球，青原区 邹卫梅，安福县 毛江虎，吉安县 解芳云，吉水
县 段恩雄，井冈山市 焦学军，遂川县 肖凌秋，泰和县 杨艳
晖，万安县 刘军芳，峡江县 尹嵘峰，新干县 胡军，永丰县
柯柏云，永新县 古秋云，抚州市 徐国义，东乡区 彭敏群，临
川区 杜晓良，崇仁县 唐津，广昌县 周钦，金溪县 张文贵，
乐安县 汤闻博，黎川县 陈华兴，南城县 邹俊，南丰县 陈
斌，宜黄县 江永霞，资溪县 张明春，抚州高新区 蔡辉，东临
新区 金超，温泉景区 胡小勇，赣州市 许南吉，章贡区 肖
立，南康区 何善锦，安远县 肖斐杰，崇义县 潘金城，大余
县 韩相云，定南县 龙小东，赣县区 张景霖，会昌县 余学
明，龙南市 梁敏辉，宁都县 刘定辉，全南县 曾平，瑞金市
蓝贤林，上犹县 余业伟，石城县 尹忠，信丰县 袁炎，兴国
县 陈黎，寻乌县 杨永飞，于都县 黄法，经开区 陈水连，蓉
江新区 王凌，赣江新区 熊一江。

江西防汛抗旱行政责任人名单

“情牵红土地”赣湘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全媒体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施小琳张宏森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5月7日，“情牵红土地”赣湘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媒体主题宣传活动在南昌小平小道
陈列馆、长沙橘子洲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广场同步启动。江西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施小琳，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张宏森分别出席两地启动仪式并讲话。

施小琳指出，湖南和江西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近。
在庆祝建党100周年之际，两地媒体联动协同、创新探索，以全
媒体主题宣传的方式，生动讲好党的故事，大力弘扬革命传统，
推动红色湘赣薪火相传，这既是媒体服务中心大局的主动作
为，也是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创新实践。希望两地媒体工作者
认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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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红色故地、沿着红色足迹，用手中的镜头和笔
尖，讲好湘赣边红色故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进一步激发爱
国热情、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砥砺前行，共同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张宏森指出，此次“情牵红土地”全媒体主题宣传活动，是
湘赣两省新闻战线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创新之举，是开展“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主题宣传的重
要组成，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行动和增强“四力”的重要
抓手。要聚焦主题，讲好湘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
故事；要切实增强“四力”，推出更多融媒精品爆款；要不断深化
交流合作，助力擦亮“湘赣红”区域合作“金名片”。

活动现场，江西、湖南两地还同步进行了授旗、发车仪式。
启动仪式后，采访团将深入湘赣边革命老区，沿着革命前辈的
足迹，围绕红色文旅、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交通设施等内容，进
行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体验式宣传报道。

首届消博会江西展区精彩亮相
本报海口讯（特派记者刘佳惠子）5月7日，首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江西展区精彩亮相。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海南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丹阳，湖北省副省长赵海山分别参观
了江西展区，对江西展区的展示给予高度评价和指导。副省长
胡强巡馆并看望了江西交易团成员和参展企业。

首届消博会是全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国家级展
会。我省精选了36家江西品牌和“老字号”企业，140余家采购
商组成的江西交易团展示、交易。

胡强指出，首届消博会已成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通过发
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融合，更好利用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要充
分利用这一国际消费精品的全球展示和交易平台，使其成为江
西优质产品“走出去”和全球优质产品进入江西的平台，大力培
育新一代消费热点，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并为江
西产品销往世界创造商机。

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基础
本报讯（记者邱辉强）5月7日，省人大农委召开省直有关

部门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部门汇报会。省领导张小平、罗小云
出席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省水利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 7个部门有
关工作情况汇报。张小平指出，水利工程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和社会稳定，要自觉立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围绕
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粮食安全、乡村振兴、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等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加快补齐水利工程短
板。要扎实推进水利工程监管规范化常态化法治化，实现水利
工程行业监管体系、监管能力现代化。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
合，形成工作的强大合力，共同推动我省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
工作再上新台阶。

罗小云表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践行
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认
真抓好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等水利中心工作，
为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水利基础。

有这么一名钢铁工人，他以勤
学长知识，以苦练精技术，以创新
求突破，迅速成长为一名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的劳动者，诠释了
新时代钢铁工人的风采，他就是新
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部三
电维检工张文卫。

一次，高炉氧枪坠落转炉里，
这不但影响生产，更带来巨大的安
全隐患。工友们聚在一起分析原
因，也查了很多故障点，始终找不
到原因。正在一筹莫展时，张文卫
通过细心排查、分析发生事故时的
数据，终于找到了厂家设计程序的
缺陷。事后，张文卫对存在缺陷的
程序进行优化完善，消除了转炉的

安全隐患，转炉再也没有发生过一
起坠枪事故。

张文卫还积极参与科技攻关与
小改小革，主持完成的多个科技攻
关项目，不仅解除了安全隐患，还降
低了炼钢成本、提升了产钢效能。
其中，仅“新钢公司焦炉‘三合一’除
尘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一个项目，就
可创经济效益近1200万元。

2018年，张文卫调任自动化部
二钢自动化车间连铸作业区（班组）
班长。这曾是一个让人头痛的班
组，在自动化部组织的片区对抗赛
中常年排名倒数第一。经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了解和磨合，张文卫对症
下药，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加强巡检

上，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查找活动，并
将查找情况与奖金分配挂钩。经过
这一调整，职工们的积极性大大提
高，很多隐患得以发现并解决。

同时，张文卫还组织开展每周
一问、每季一练等学习培训活动，加
强职工的业务学习。到2020年下半
年，连铸作业区在技能比拼中的成
绩由原来的倒数，变为进入前五。

工作中急难险重的活，张文卫
总是带头冲在前面，在他的示范引
领下，班组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
该班组故障风险考核时间，从 200
分钟控制到了现在的 60 分钟以
内，故障考核降低了 70%以上，团
队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

九江市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首批创建城市之一。近年来，该市牢牢把
握长江经济带发展定位，把打造长江“最美
岸线”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程，围绕“水美、
岸美、产业美、环境美”目标，因地制宜推进
水系治理、禁捕退捕和码头整治等工作，在
共抓大保护中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水系治理，清水入江流
远处是明净如镜的白水湖，近处是白

墙黛瓦的厂房，路面整洁，绿树夹道，风景
秀丽，空气清新。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想
象，这里竟是一个污水处理厂。

白水湖污水处理厂是三峡集团参与
长江大保护以来，首个新建成的污水处理
厂，今年4月25日开始试运营。

2018 年 5 月，九江市与三峡集团达成
战略合作，共同推进该市中心城区水环境
综合治理。这是九江市市政建设投资规模
最大的项目，投资总额达175亿元。目前，
一期6个子项目已有5个完工并投入运营。

近年来，九江市坚持“厂、网、站、河”

一体推进，“治、防、优、活”综合施策，“产、
城、景、园”全面提升，通过水污染治理、水
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逐步实现“水美”
目标。到目前，城市污水处理厂全部实现
一级A排放，16个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
全部执行一级B及以上排放标准。

一湖清水入江，一江清水东流。去年，
鄱阳湖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率均为
100%，长江九江段水质全部达到Ⅱ类标准。

禁捕退捕，江湖复生机
筒状细长，头小，平直，无须……近

日，江西省水产科学研究所专家在鄱阳湖
都昌松门山水域进行水生生物资源监测
时，发现一尾身长23厘米、重47.4克的鳤，
激动不已，“鳤又出现了！上一次在鄱阳
湖检测到该物种，还是2012年。”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长江流域
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流域各地重点
水域也相继进入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捕
期。仅仅一年，除鳤的重现之外，刀鲚种

群数量也逐渐增长，江豚在江面嬉戏的场
景频频出现，长江流域再现勃勃生机。

为稳步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
捕工作，九江市实行“一江一策”“同湖同
策”，共完成7247户1.79万名渔民退捕，对
退捕渔民分批分类落实社保政策，让退捕
渔民转产就业无忧。

今年以来，九江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回头看”自查自纠、查漏补缺，不断建立健
全常态长效机制，助力长江水生生物保护
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码头整治，岸线美如画
若问九江何处美，江岸风景美如画。
九江于 2018 年 5 月全面启动打造长

江“最美岸线”工作，按照“堤内园林景观
带，堤外生态绿化带”的标准，对非法码
头、破损矿山进行整治与修复，对沿岸进
行绿化美化，打造景观节点。

该市因地制宜建设滨江生态岸线，沿江
共拆除码头74座、泊位87个，治理废弃矿山
面积达1.11万亩。同时，实施一系列美化、
亮化工程，对江堤外滩和堤内100至200米
的区域进行栽树木、铺草皮、堤顶道路“白改
黑”，沿江整体面貌得到明显改善。打造60
个景观节点，一条条集“生态保护、景观体
验、休闲运动、文化展示”于一体的绿色景观
带，成为长江沿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该市

大力实施小化工企业“出清计划”，临江1公
里范围内的小化工企业全部关停，并规定

“三个一律不许”（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一
律不许新上任何化工项目、5公里范围内一
律不许新建任何重化工园区、非化工园区
内一律不许新上任何化工项目）。同时，科
学合理布局产业发展规划，走上一条以绿
色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目前，该市
共有国家级绿色工厂8家、国家级绿色供应
链管理企业2家，绿色经济势头强劲。

记者手记
作为江西省唯一濒临长江城市，九江

市独拥长江江西段152公里岸线，并拥有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水面
和湖岸线，因此在推进“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过程中，责任大、担子重、挑战多。

五年来，该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
位置”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资源
保护，防治水污染，修复生态环境，逐渐走
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守好绿水青山，换来金山银山。以长
江经济带建设为契机，在加快推进长江生
态系统保护修复的同时，九江市的产业发
展也按下加速键，五大产业营业收入突破
千亿元，3个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形成规模，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绘
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共护一江清水
——九江推进长江大保护纪实

周亚婧 商 乐

维检线上的尖兵
——记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文卫

本报记者 李 芳

江西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
会议召开
尹建业刘强马森述出席

本报讯 （记者万仁辉）4月 30日，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会
议在南昌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腐败
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中
央追逃办和省委关于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部署要求，研
究审议反腐败协调工作相关事项。省领导尹建业、刘强、马森
述、秦义、葛晓燕、田云鹏出席。

会议指出，去年以来，反腐败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坚决贯
彻党中央和省委反腐败工作部署，案件查办协作有力，法法衔
接规范有序，追逃防逃追赃扎实有效，全省反腐败斗争工作取
得明显成绩，得到社会各界较高评价和中央纪委充分肯定。当
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始终保
持冷静清醒，坚持有腐必反、有案必查，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胜利，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案件
查办过程中积极主动向省委报告有关工作，既报告结果也报告
过程；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强化日常政治监督，督促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中央的路
线方针政策贯彻好；要统筹做好查办案件的前后半篇文章，做
到查处一个、教育一批、治理一域，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
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要坚持并完
善反腐败协调工作机制，加大重点案件督办力度，持续开展“天
网行动”，织密追逃防逃网络，推动形成全面从严治党靠全党、
管全党、治全党的浓厚氛围，以严实深细的工作作风确保党中
央和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的要求落实落细，推
动全省政治生态持续向上向好。

“拒绝跨境赌博”主题宣传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杨静）5月 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主

办的“拒绝跨境赌博”主题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南昌市秋水广场
举行，全省市、县两级当天也同步启动宣传活动。

据了解，当前跨境网络赌博已成为社会“毒瘤”，相比于传
统的实体设场赌博，其更具欺骗性。为在全社会大力营造拒赌
反赌的整体氛围，本次宣传周活动将通过新闻发布、普法讲座、
案例宣传、禁赌安全课、视频展播、网络直播等方式，进社区、进
农村、进企业、进工厂、进学校，深入揭露和剖析跨境网络赌博
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危害，讲清法律政策规定、违法犯罪活动
行为界限、国家打击整治工作部署要求，引导广大群众知法守
法、远离赌博，切实扎牢防控堵截跨境赌博犯罪的“篱笆”。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5月7日
记者获悉，2021年全省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将于
5月17日至19日在景德镇举行。

此次大会由省委、省政府主
办，以“文旅融合育新机、创新发展
开新局”为主题。大会主要安排了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旅游推介会、
项目观摩、技术考察和相关配套活
动。2021 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将分析研判旅游产业发展新趋

势新机遇，对下一步全省旅游产业
发展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江西省
旅游产业推介会以“景秀江西·正
当燃”为主题，从国风山水、非遗元
素、红色故事、“嘉游赣”等方面推
介江西旅游。

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地，景德
镇立足推动城市旅游发展，精心选
出了古窑·印象、名坊园、昌南里文
化景区、陶阳里御窑景区、智慧旅
游体验馆、高岭·中国村、皇窑、航

空小镇、三宝国际瓷谷、陶溪川文
创街区和《景德镇·china》大型实
景演艺等旅游观摩项目，涵盖景德
镇的陶瓷文化、陶瓷研学、航空旅
游等旅游新业态和历史街区、夜间
娱乐等城市旅游消费新场景，让参
会人员全方位体验近年来我省旅
游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特色。

据悉，自 2014年起，我省每年
召开一次全省旅发大会，由设区市
轮流申办，今年已经是第八届。

全省旅发大会将在景德镇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