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14日，抚州万达广场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兑绿植绿”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来自各行各业的绿
宝会员将平时通过绿色生活累积的
碳币进行兑换，共种植了 1125 棵树
苗。

“（绿宝）碳普惠制”是抚州践行
绿 色 发 展 理 念 的 一 项 创 新 举 措 。
2017年 8月，该市开始探索鼓励绿色
低碳生产生活的碳普惠政策，推动绿
色发展与公众生活深度结合。市民
们在“绿宝”碳普惠公共服务平台上
注册后，每一次低碳生活行为
数据都会获得“碳币”奖
励，积累到一定数量
的碳币可以享受
兑换电影票、在
联盟商家获折
扣 减 免 等 优
惠 。 截 至
2021 年 2 月
底，全市绿宝
会 员 累 计 达
37.4 万名，累积
碳币2800余万，累
计减排4859吨。

相比城市里的低碳
生活方式，从2019年开始，金溪
县正在乡镇开展一项“锦绣金溪、美
丽花园”的创建工作，其定位为既有
保护乡愁乡土的文化功能，又有发展
特色产业的经济功能；既有满足诗意
栖居的生活功能，又有满足吃住行游
娱购的旅游功能。当地把拆临拆违
与发展产业、提升村庄环境有机融
合，先后完成1219个村小组的拆临拆

违，采取“村旁找、路边拓、村内整”的
办法，整合农村闲置土地 2.6 万余
亩。其中，2.2万亩用于种植樱花、香
樟、迷迭香、吴茱萸等各类经济作物，
预计丰产期年收益可达 1.5 亿元，实
现了“四季花不断、常年果飘香”，既
扮靓了乡村环境，促进了农旅融合，
又带动了农户就近增收致富。

“绿宝碳普惠制”的实施、锦绣金
溪美丽花园的创建，均是绿色生活遍
及抚州城乡的缩影。该市大力推动
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绿

色示范创建，打造节约型机关、绿
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

区和绿色出行等“生态
杯”绿色创建品牌。

全面推广“绿宝”碳
普惠机制，推动绿
色 生 活 、绿 色 消
费、绿色金融快
速融合，激励市
民自觉参与节能
减碳行动。深入

开展“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餐饮浪费”行

动，加快推行绿色包装、
绿色配送、绿色回收，加强

包装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和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

环境整治提升了城乡的颜值和
气质，美丽资源带来了美丽经济，助
推了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倒逼生产和
生活方式向绿色化转变……用绿色
谱写新篇章，一幅充满诗意、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秀美画卷正在赣抚大
地徐徐展开。

在南城同善堂智慧中药房，工作人员
根据所接收的医生处方信息，依托“智慧+
药事”服务平台，将数字技术与中医药种
植、炮制、产品加工、产品配方等传统工艺
结合，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流程
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操作。
南城“智慧中药房”项目是抚
州运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发展绿色产业的创
新亮点之一。

抚州生态资源富
足，绿色产业基础良
好。如何进一步把优
良的自然禀赋变成可
持续发展的动能？为
此，该市充分发挥生态、
文化、人才优势，坚持生
态优先、创新引领，大力构
建绿色产业体系，加快推动
抚州“换道超车”、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

创新机制，着力拓展“两山”转换路
径。该市以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为契机，大胆探索“两山”转换路径，制定
生态资产交易管理办法，创新发展绿色金
融，古村落确权抵押、“碳普惠”“信用+”经
营权贷、畜禽智能洁养贷等制度入选国家
发改委推广清单。2020 年，全市生态产品
类 贷 款 余 额 达 253.4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2.66%，抚河两岸蓝天、绿水、青山正释放

出巨大经济价值。
创新理念，大力发展数字经济。该市

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良好的
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吸引了中科

曙光云计算中心、卓朗云
计算中心、易华录赣

抚数据湖等数字
经 济 龙 头 企 业

落户，引进了
华为、栢能、
光 宝 、迈 络
斯 等 数 字
经济研发、
制造、应用
企业，抚州
高新区成为
国家新型工

业化产业（数
据中心类）示范

基地，入选全省首
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依托算力和存储
优势，举全市之力发展数字经济。构建以算
力为核心的前端研发、中端制造、后端应用
数字经济全产业链条，聚焦数据基础设施、
高端装备制造、算力和数字应用等领域，引
领抚州产业走向中高端。2020年，抚州市数
字经济增加值达 385 亿元，占 GDP 比重达
24.5%，对GDP增长贡献率达32.9%。

创新思路，强力推进文化旅游产业

化。该市坚持以汤显祖戏剧文化为引领，
大力实施文化旅游强市战略。推进文昌里
历史文化街区等文旅融合项目，打造了大
型实景剧《寻梦牡丹亭》，在英国斯特拉福
德、俄罗斯彼尔姆分别建成“牡丹亭”，牡丹
亭成为中华文化标志符号，唱响了“抚州，
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我在牡丹亭等你”
的文化旅游品牌，提升了抚州形象和知名
度、美誉度，吸引了WBA拳王争霸赛、国际
美容美发大会、中国算力峰会等一系列会
议会展在抚州举办。文化旅游从无到有、
快速发展，2020年全市接待游客达 7078.5
万人次、旅游收入 675亿元，深厚的文化资
源真正成为了抚州达的发展优势。

创新模式，致力发展绿色康养产业。
借助生态环境优势，该市围绕做大做优新
兴服务产业，推进智慧医疗与居家养老产
业融合，建立覆盖全市1810个村的智慧“百
乡千村”健康医养服务体系，打造了南城县
麻姑山、宜黄县康养小镇等一批中医健康
旅游产业集聚区，资溪县入选第一批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宜黄县入选全国森林康养
基地试点建设县。依托抚州生态、文化、教
育、优质农产品等资源，积极推进构建中医
药产业与养老养生产业融合模式和森林康
养新模式，着力培育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和旅游度假康养基地，为推动抚州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增添新动能。

抚州，已然找准绿色发展的跑道，正以
一种奋起飞跃的昂扬态势前行。

持续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撸起袖子加油干”感恩奋进主题教育，完
善城镇、农村网格化管理，深化“法律明
白人”“孝满才乡”“红白理事会”“道德红
黑榜”“和事佬”等品牌建设，推广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 e平台，健全物业服务、涉校
涉教、婚姻家庭、环境污染、行政纠纷等
调解平台，构建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综合体系……随着一个个社会治理平台
载体越来越丰富，抚州的社会治理体系
更加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愈发显现。

夯实社会治理的民生基础。实施更
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扎实做好高校毕业
生、退役军人、农民工、城镇困难人员等
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不断提高居民收入
水平。坚持教育优先，扎实推进学前教
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
育巩固提升，进一步补好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短板，建立完善的抚州教育体系，擦
亮抚州教育品牌。全面推进健康抚州建
设，建立常态化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完善
中心城区医疗网络，着力提升智慧“百乡

千村”健康医养工程水平，深入推进医养
结合、两院融合，构建市、县、乡、村（社
区）四级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防疫体
系。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
升养老、医疗、失业等保障水平，扎实做
好全国“党建+社会救助”试点工作。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认真办
好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稳岗
位保就业。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百千万线上线下招聘专项行动”等
招聘活动，通过“点对点、一站式”招工、
发放困难企业稳岗补助等形式，2020
年，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3.59 万人，完成
目标任务的 119.2%，零就业家庭就业安
置率达 100%；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较
省控制目标低 1.5 个百分点。保供给稳
价格。全年粮食播种面积、总产量分别
达 625.2 万 亩 、52.2 亿 斤 ，实 现“ 双 增
长”。生猪出栏 216 万头，生猪存栏
188.8 万头、母猪存栏 20.1 万头，产能基
本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蔬菜种植面
积达 116.61 万亩，新增设施蔬菜种植面

积 4.69 万亩，实现了“增加总量、优化结
构、提升质量”的目标。优质特色水果
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黎川县新增胭脂
柚面积超过 1万亩。兜底线保民生。坚
持财力向民生倾斜，持续提升城市功能
与品质。学前教育普惠发展，三年毛入
园率达 91.17%，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88.16% ，公 办 在 园 幼 儿 数 占 比 达
50.75%。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新建、改扩
建 学 校 142 所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达
96.38%，大班额基本消除。职业教育强
基提质，高等教育扩容提升。全国养老
服务业综合改革、医养结合、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三大试点扎实推进，养
老机构社会化运营率达 51.72%，城市社
区、农村行政村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覆盖
率分别达 71.32%、44.54%。深入推进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年未发生
一起较大生产安全事故，连续 89个月杜
绝重大及以上事故。纵深推进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不断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
系，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

以山为脉，凭水为脊，一城山

水，满城皆画。

绿色，是抚州最亮丽的底色；

生态，是抚州最宝贵的财富。

绿色发展，号角劲吹。行走在

春天的赣抚大地，处处能够感受一

派生机勃勃的场景：抚河逶迤，碧

水如流，蓝天掩映下绿树成荫的河

岸线令人心旷神怡；环境优美，生

产高效，现代化工业园区内，一个

个“高轻新智绿”的新项目正释放

强劲动能；远山含黛，近岭染绿，人

们在美如画卷的城市与乡村间诗

意栖居……

抚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省

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厚植生

态优势，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大胆创新，探索出一

条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高质量

发 展 的 新 路 径 ，坚 定 不 移 推 动

“十四五”时期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抚州篇章。

人间四月芳菲尽。走进资溪县大
觉溪田园综合体，映入眼帘的是浓得
化不开的绿，随处可见的竹海簇拥，一
泓碧水流淌而下，构成一幅精美的山
水画。“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
古琴”，美景之下，这片竹林正孕育着
丰收的希望。

在大觉溪田园综合体沿线，可以
看见一幢普通的建筑，上面有一行大
字：资溪县两山银行。这所成立于
2020年 8月的“两山银行”其实并不是
实体银行，而是由生态资源收储中心、
绿色金融服务中心和生态通运营中心
组成，通过资源收储、资本赋能和市场
化运作，构建“资源-资产-资本-资
金”的转化机制，激活沉睡的生态资
源，做大生态产业，提升生态品质，为
普通百姓增加了生态财富。

用新发展理念指导发展，运用绿
色发展思维激活沉睡资源的还有金溪
县。2019年以来，当地积极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实现机制，先行先试在
全国推出首个“古村落金融贷”，将古
建筑经营权向银行抵押贷款，有效助
力乡村振兴。

资溪、金溪的创新做法，是抚州用
生态文明力促发展，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该市多措
并举，多元发力筑牢绿色屏障。

——坚持“共抓大保护”，持续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决抓好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整改，
实施抚河流域分段禁渔。加快推进
抚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生态
修复工程、凤岗河全流域生态治理等
重大水利生态工程，建设抚河流域生
态走廊，提升抚河流域生态治理能
力。2020 年，市中心城区 PM2.5 平均
浓度为 27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8.2%，优良天数比例为 97%、同比上
升 7.6%，国家、省级考核断面水质优
良率达标率为 100%。

——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
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持续推进山
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开展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提升行动，加快建设生态
环境质量立体监测网络，推动环境监
管网格化、全覆盖。

——充分挖掘生态价值，深入推
进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建立健全集核算量化、评估标准化、生
态产品金融化、信用担保、市场交易等
为一体的具有抚州特色的“两山”转换
体系。大力创新绿色金融，巩固拓展
农地、林地、古村落、水域经营权抵押
贷款等试点成果，进一步打通生态资
源变资产资本资金的通道。

矢志不渝的信念，正凝聚绿色发
展共识，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从治山理水到显山露水
多元发力筑牢绿色屏障

提质增效强动能 绿色产业风生水起

呵护美丽家园 绿色生活无处不在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 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温 凡 徐玉山/文

绿色崛起风正劲 赣抚大地满眼春
——抚州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高质量发展纪实

碧水环绕的抚州城区碧水环绕的抚州城区 付付 强强摄摄

博雅生物博雅生物智能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车间 李李 勇勇摄摄

在崇仁县礼陂镇红星村，“法律明白”人黄寿
孙正在给村民宣传法律知识。 朱 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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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朗云计算中心卓朗云计算中心 陈陈 强强摄摄

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显现文旅融合新魅力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显现文旅融合新魅力 陈源茂陈源茂摄摄

繁花似锦的三翁花园繁花似锦的三翁花园 陈陈 强强摄摄

资溪县两山银行打通金融通道助力绿色发展资溪县两山银行打通金融通道助力绿色发展 吴志贵吴志贵摄摄

金溪游垫古村重焕生机 邓兴东摄

共享单车成为市民绿色共享单车成为市民绿色
出行习惯出行习惯 李李 勇勇摄摄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聚焦聚
力，狠抓关键，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之路上奋力前行。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统筹发展
和安全。从战略上保持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的坚强定力，聚焦强攻工业，决战
决胜三年倍增行动，聚焦县域经济，切
实加快赶超进位步伐，聚焦“两山”转
化，促进经济全面绿色转型，聚焦乡村
振兴，全力建设美丽幸福家园。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扬优成

势，协调推进，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之路上蹄疾步稳。大力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深
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推动产
业迈向中高端。大力增强科技创新
能力，提升科研合作的层次和水平，
积极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加大引才留
才用才的力度，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大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

赣抚大地正呈现出一派蒸蒸日
上、生机勃勃的喜人景象。

风景如画的名人雕塑园风景如画的名人雕塑园 陈强陈强摄摄

迪比科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迪比科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基地 陈陈 强强摄摄

凝心聚力谋发展 砥砺奋进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