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
土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江
西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赣鄱
大 地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历 史 巨
变。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西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

“作示范”的担当、“勇争先”的气
魄，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江西坚持不懈强化创新引领，
完善区域发展布局，坚持生态立
省、绿色发展战略不动摇，深入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年位居全国

“第一方阵”，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

土地，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
人民幸福，曾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
绝的革命实践。在党的领导下，江
西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赣鄱大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党
中央对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牺
牲和贡献的老区人民始终饱含深
情、牵挂在心。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两次亲临江西视察，对江
西工作提出了“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
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上勇争先”的目标定位和“五个推
进”的重要要求。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作示范”的担
当、“勇争先”的气魄，坚定不移推进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全省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年位
居全国“第一方阵”，地区生产总值
从2012年的1.29万亿元增加到2020
年的 2.57 万亿元，在全国排位由第

19位前移至第 15位，人均GDP突破
8000 美元大关，与全国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
转型升级动能更加强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要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

我们坚持不懈强化创新引领，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扎实
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以创新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以创新催生新
发展动能。鄱阳湖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
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江西研究
院挂牌成立，中科院江西育成中
心、中国中医科学院江西分院等投
入运行，创新驱动能力持续增强，
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升至
56.68%。深入实施重点创新产业
化升级工程，全面推进产业链供应
链优化升级，实施产业链链长制，

“一产一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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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推动 03 专项、
VR、LED、5G产业发展，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
价值链融合发展、迈向中高端，努力
重塑“江西制造”辉煌。

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分别达 22.1%、38.2%，三次产业结构
由 2012 年的 11.7∶53.8∶34.5 优化为
2020年的8.7∶43.2∶48.1，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动能不断增强。

唱响区域城乡“协奏曲”
融合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新
型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
合发展。

我们立足省情实际，优化完善
区域发展布局，全面实施“一圈引
领、两轴驱动、 （下转第3版）

坚定不移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刘 奇

编者按：
5月19日，《经济日报》刊

发省委书记刘奇署名文章《坚
定不移推进江西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本报今予转载，供全
省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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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余讯（邹宇波）5月20日，
夏风和煦，笔者来到新余高新区马洪
办事处桂花村颐养之家，只见老人们
有的坐在小院内聊天，有的围坐在房
间里看电视，热闹又温馨。

80 岁的老人帅道全正在房前晾
晒衣服。他邀请记者去房间看看，十
几平方米的住房里，电视机、空调、热
水器、衣柜等一应俱全，还有独立的
卫生间，墙面上三把扶手很是抢眼。

“这是上个月安装的扶手，离地面不
高的位置，左右两边各一把，可以扶

着它起身；位置较高的那把，洗澡时
可以扶着，防止打滑。政府想得真是
周 到 ，把 我 们 这 些 老 人 照 顾 得 太
好了。”

帅道全和老伴都搬进了吃住一体
的颐养之家。他给笔者算了一笔账：
住在颐养之家每人每月花费 200 元，
他每个月可以领到高龄补贴和养老补
贴共 210 元，算是免费住进了颐养之
家。桂花村党支部书记廖青青介绍，
颐养之家现有 20位老人，按两人一间
的标准，设有 12 间住房，均配备了独

立的卫生间。每天中晚餐均提供一荤
一素一汤，注意营养搭配。这里还建
立了活动室，可进行休闲娱乐，丰富老
人的精神生活。

作为中央财政支持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新余市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在全国首创“党建+颐
养之家”养老服务新模式，全市建有农
村颐养之家 736 家，为 1.03 万名老人
提供基本的吃住、娱乐等服务，让农村
老年人在家门口实现居家养老。之
后，又将农村颐养之家的成功经验推

广到城区，积极推进城市“党建+颐养
之家”或助餐点建设，居家养老服务在
城乡全面铺开。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余市
把巩固提升“党建+颐养之家”工作水
平作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一项具体举措，通过安装卫生间
扶手、免费配送助听器、开展消防改造
提升等，努力提升颐养之家服务水平，
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使颐养之家成为百姓幸福的暖心
工程。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新余巩固提升颐养之家服务水平

江西是袁隆平的
家乡，在袁老心里，对
家乡的那山、那水、那
田野，总是充满浓浓的
眷恋——

追忆
袁隆平

◀5 月 23 日，德安县千余
名市民自发来到隆平广场隆平
雕像前献花悼念。 史港泽摄

本报萍乡讯 （记者刘启红）近年
来，萍乡市积极推进制种大市建设，着
力推进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种
业发展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
的行业声誉，为我国加快杂交水稻新
品种推广、调剂种子市场供应和平抑种
子市场价格、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
贡献。目前，该市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已
形成“南繁”“本地”“外埠”三位一体的

发展格局，南繁制种面积占全国的85%
以上，每年制种面积近20万亩，保障了
我国南方籼稻产区3000万亩以上的杂
交水稻种源，制种产值达7亿元。

产业壮大，规划先行。萍乡历来
重视杂交水稻制种产业发展，连续多
年将其列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早在 2012 年，该市就下发了

《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提出建设杂交水稻制种大市
的目标，并对建设布局、建设措施、政
策保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此后，又
相继出台《萍乡市现代农业发展总体
规划（2014-2020年）》《关于扶持杂交
水稻种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对制种
产业发展制定了一揽子规划，并于
2018年将现代种业纳入全市“1+4”重
点农业产业。今年，该市下发《关于支
持制种产业发展若干实施意见》，进一
步完善制种产业扶持政策。日前，湘
东区成功申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
目，将投入创建资金1亿元，着力打造
杂交水稻种业产业园。根据规划，到
2025 年该市将实现本地制种面积 15

万亩的产业规模，形成以本地制种基
地为核心的制种产业发展格局。

为促进产业做大做强，萍乡积极
在“招”字上做文章。今年以来，该市
加大种业招商力度，在海南三亚市开
展了一系列种业招商活动。相关部门
还组织各县（区）先后与省内的现代种
业、先农种业、科源种业、金山种业，湖
南的隆平高科，广西的兆和种业、恒茂
种业、绿海种业等种业企业对接洽谈，
争取到了一批制种订单。不久前，省
内外 23家种业企业齐聚湘东，与制种
大户进行了集中签约。目前，该市已
落实制种订单4.8万亩，完成全年任务
的120%。 （下转第3版）

促进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发展

萍乡建设制种大市迈出强劲步伐
当前，各地各部门都在深入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解决了一批烦
心事、忧心事、操心事。

为群众办实事，要充分尊重群众
的主体地位，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
众。这些年，各地都加大了民生投
入，在这过程中，一些苗头性倾向性
的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比如，少数
地方习惯“为民做主”，想当然地觉得
群众需要什么，事干了群众却不认
可，“好心”没办成好事。比如，少数
地方集体经济上来了，觉得有底气大
包大揽甚至免费了，于是乎，这个村
自来水免费，那个社区垃圾清扫承包
给第三方，群众无需出钱出力，错以
为这就是最好的惠民利民。

这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根子就
在没有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为群
众办实事，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
袋，一厢情愿地“我觉得”“我认为”。
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一线，广泛开

展调查研究，全面了解群众所思所想
所盼，真正变“我觉得”“我认为”为

“你觉得”“你认为”，切实把实事办到
群众的心坎上。民生事千头万绪，要
充分征求群众意愿，把握当前与长
远、少数与多数、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分清轻重缓急，把每一分民生钱都用
在刀刃上。

民生实事的方向定了，就要放手
发动群众。事事免费、不让群众出
力，并不能很好地发动群众，往往达
不到良好的效果。自来水免费，有的
人就可能不会珍惜水、节约水；垃圾
清扫全由第三方来做，有的人就觉得
环境治理跟我没关系了，非但不爱护
环境还指手画脚。放手发动群众，关
键是引导群众积极主动参与，在参与
中激发“主人翁”意识、感受办民生事
不易、体会共建家园的成就感自豪
感，在理解中支持、支持中维护、维护
中珍惜爱护，真正让民生实事越来越
实，民生好事持续向好。

在参与中激发“主人翁”意识
刘 勇

5月18日，在全
南县江西络鑫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正紧张有序地
赶制订单。该县作
为粤港澳大湾区电
子信息产业转移的
承接地，目前已落户
电 子 信 息 企 业 48
家，建成了完整电子
信息产业链。

通讯员 唐夏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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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武明）5月23日，
省委副书记叶建春来到省直相关单
位调研督导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
减灾救灾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
的原则，强化监测预警，注重统筹协
调，细化工作举措，打好防汛主动仗，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副省长罗小云陪同调研。
进入主汛期以来，叶建春非常关

注防汛工作，“五一”假期专程到省应
急管理厅检查值守情况，此后又到赣
江吉安段巡河并调研峡江水利枢纽
防汛准备工作。再次来到省应急管
理厅，叶建春视频连线听取有关地市
防汛工作汇报。他指出，当前强对流
天气频发重发，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防汛大战不容有失。要从讲党性、讲
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坚决贯彻党中
央关于推进应急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的决策部署，理顺防汛体系，坚持优
化协同高效原则，发挥好省防指牵头
抓总作用和各部门专业优势，做到合
理分工、高效协调、有序防控，确保各
项防汛举措落实落细。

在省气象局和省水文监测中心，
叶建春详细了解当前天气形势及河
道流量、水位等情况，勉励工作人员
弘扬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提供
准确数据，筑牢防灾减灾第一道防
线。叶建春强调，要相信科学、尊重
科学，切实运用好天气预报和水文监
测成果，把防汛举措制定得更加周
密。要关心爱护专业技术人员，为他
们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充分释放他们
的聪明才智。 （下转第3版）

叶建春在调研督导防汛工作时强调

打好防汛主动仗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 （记者郑荣林）作为我省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主阵地，开发区
改革创新亮点频现，提速进位、提能
升级态势良好。5月 18日，省促进开
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领导小组公布
2020 年度全省开发区争先创优综合
考评结果（详见第4版），南昌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居综合考评
前三位。2020年，我省开发区营业收
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达3.24万亿元。

我省以加快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为主线，聚焦改革创新，推动全省开

发区在项目支撑、产业集聚、创新引
领、改革推动和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
实现突破。2020年，我省开发区经济
总量规模迈上新台阶，全省营业收入
超千亿元的开发区增至 5 个，超 500
亿元的开发区达 20 个，较上年分别
增加 1个和 3个。上饶经开区首次突
破千亿元，抚州高新区、樟树工业园
和瑞昌经开区首次突破 500 亿元。
全省开发区全年共引进“5020”项目
160 个，投资总额 4969 亿元，项目数
量 和 投 资 总 额 分 别 增 长 33.3% 和
23.32%。 （下转第3版）

2020年我省开发区争先
创优综合考评结果揭晓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3.24万亿元“千亿园区”增至5个

醉美
景婺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