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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赣鄱大地书写绿水青山新画卷
的征程中，有着江西省地质局测绘大
队争当服务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排头

兵”的奋斗足迹——

助力国家级不动产登记试点崇义

县顺利颁发了第一本国家林权类不动

产权证书，承担全省不动产数据整合

试点、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试点、村级规

划试点，为全省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提供技术支撑；开发农房调查综合

管理平台项目，在全省 7个县（市、区）

为农户累计颁发上百万本农房证书；

承担全省 16个县（市、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的勘测设计，助力提升和改

造了高标准农田 143.94 万亩；承担全

省 76个县的耕地质量等级评价工作，

为全省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在耕地质量

保护和动态监测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江西省地质局测绘大队，这个成

立于 1995年，全省首家同时具有测绘

甲级、土地规划甲级资质的“双甲”单

位，围绕“一院引领、两翼齐飞、四轮驱

动”的发展思路，扎实做好紧扣经营主

题不动摇、紧抓工作目标不放松、紧跟

目标市场不松懈、紧随行业发展勇争

先四项工作，深耕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国土空间规划及其延伸产业，推动经

营规模和经济效益不断提升。

“十三五”期间，省地质局测绘大

队总产值完成 5.01 亿元，实现节约与

收益 5824.71 万元，上缴税金 3797.28
万元，在职职工年收入平均增长约

11.23%，新增固定资产2662.43万元。

走好创新路，稳字当头、
加快协同提质量

一组组数据，烙印着奋进的身姿；

一项项成绩，蕴藏着发展的密码。“我

们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

坚持一站式服务理念，始终坚持创新

引领，始终坚持‘老老实实做、实实在

在干’的作风，以稳中求进
的工作总基调，加快专业协
同和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发
展服务地方经济绿色发展，
助力江西生态文明建设走
深走实。”这是省地质局测
绘大队的铿锵回答。

以设计为基础，将传统
与新兴业务紧密结合。坚
持设计“1+N”的理念，初步形成了地
形测绘、规划设计、施工指导、工程复
核、资料整合、报备入库的全流程技术
保障，重点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投
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领域。

以客户为中心，服务前移创新服
务方式。指派专业技术人员驻地办公
生产，第一时间提供技术服务，从项目
的可研、实施、验收、评审为业主单位
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服务，无缝对接地
方主管部门。

以信息化为载体，打造具备研发
能力和信息化处理水平的综合实力。

成功开发江西省土地利用规
划管理信息系统、江西省

建设用地报批辅助系
统、不动产登记管

理信息系统、江西
省县域耕地质量
管 理 系 统 等 平
台，以信息化创
新不断催生新
产品、新服务、新
业态。

以 研 发 为 引
擎，不断提升核心竞

争力。积极探索校企
合作模式，将学校及高新

企业的技术优势与业务优势结合
起来。不断完善各项认证指标，申报
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和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协会铜奖 8 项，获江西省测绘
地理信息学会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8项。

用好改革招，攻坚克难、
转型升级求突破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面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变幻的市场环
境，省地质局测绘大队发挥改革突破
和先导作用，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
要竞争力，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决扛
起时代使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迈上
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解放思想，坚持专业融合、抱团取
暖的经营模式。在思想上从“我能做
什么”转变到“我要做什么”，在行动上
从“坐在家里等业务”转变到“走出大
门找业务”，开创高标准农田 EPC 模
式，携手江西中煤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成功中标全南县北线片区土地综合整
治与土壤改良农业增产增效项目工程
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 项目，中标
了一批县（市、区）统筹整合资金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EPC项目。

刀刃向内，坚持敢于发扬斗争精
神、勇于开展自我革命。革制度之碍，
革作风之弊，革精神之怠，修改和完善
项目经理考核责任制度、外聘职工工
资和福利待遇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建立符合单位实际“行得通、真管
用、有效率”的制度管理体系，坚决整
治“怕慢假庸散”作风顽疾，持续深化
作风建设。

阔步“走出去”，全面执行“立足江
西作贡献，跳出江西谋发展”的发展战
略。主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成功拓
展安徽、江苏、山东、四川等省外市场；
获得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经营权资格的
认定，实施多项国外工程施工测量等
业务，业务涉足埃塞尔比亚、肯尼亚、
赞比亚、乌干达等十多个非洲国家和
东南亚国家。

做好强支撑，感恩奋进、
凝心聚力谱新篇

“我们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发挥
党委领导作用，为队伍的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为服务江西生态
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来自省
地质局测绘大队的坚定声音。

一直以来，省地质局测绘大队党
委始终坚持把党建工作纳入全队工作
统筹规划，制定并实施党建工作考核
体系，坚持党建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的目标责任制，连续五年被上
级评为“先进基层党委”。

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强化党委抓党建主体责任，坚持政治
原则，严明政治纪律，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等各项
制度。持续开展“树立先进典型、讲
好测绘大队故事”“道德讲堂”等活
动，激励全队党员守初心、担使命、勇

创业、当先锋，积极参与江西生态文
明建设。

坚持从严治党筑牢发展之基。加
强纪律建设，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
督体系，强化对干部任免、工程招投
标、大宗物资采购等方面的监督制
约。及时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
分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状，
明确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压实管党治
党责任。

坚持党建引领打造“红色引擎”。
以打造党员先锋队为发力点，紧跟时
代发展的新要求，聚焦乡村振兴、全域
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综合整治、生
态保护修复等国家战略部署，在生态
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上探索

“EPC+F”的经营模式，实现党建工作
与促进发展同频共振，坚定服务江西
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与决心，切实为
江西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和绿色发展
提供技术服务和坚强支撑。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征程呼唤
新担当。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省地质局测
绘大队乘势而进，勇毅笃行，锐意进
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全面开启测
绘大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争当服务
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确保“十
四五”实现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张华平 查燕萍）

争当服务江西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
——江西省地质局测绘大队高质量发展纪实

深入开展深入开展““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主题教育

队长吴家杰队长吴家杰（（左三左三））在在
宜丰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宜丰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项目部现场调研查项目部现场调研

工 作 人 员 野
外实地踏勘测量

设计实施完工后的高标准农田现状设计实施完工后的高标准农田现状

（本文图片由省地质局测绘大队提供）

有这样一趟品牌列车，从“革命摇篮”
开往祖国首都；有这样一支值乘队伍，以
真诚服务赢得各方好评；有这样一种红色
传承，将井冈山精神持续深入发扬——

初夏时节，记者登乘这趟列车，重温
与之关联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又
有新收获。

升级的是车型，不变的是服务

2005年7月，井冈山至北京西列车鸣
笛始发。“井冈山号”的列车名头由此叫
响。这些年，“井冈山号”列车经历了一次
次提速，也从绿皮车升级换型为复兴号。

“一次次提速，‘井冈山号’列车变的
是车型，不变的是服务。”南昌客运段直达
车队队长方瑛介绍，多年来，南昌客运段
党委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把学
好井冈山精神作为列车乘务人员岗前教
育必修的“第一课”。如今，“井冈山号”列

车从设置便民袋便民箱，到结合老年、幼
儿旅客推出“爱心手环”“爱心印章”等服
务，推出了一项项便民利民举措。

旅客雨中赶车，鞋面溅满了斑驳泥
点，细心的乘务员已将鞋刷和软布适时递
到面前；小旅客在旅途中发烧，偏偏他又
最怕打针吃药，乘务员便采用酒精擦身和
贴退热贴的柔性方式，让孩子的体温恢复
了正常……南昌客运段直达车队列车长
杨宏伟告诉记者，他们出乘时，包里总是
带着糖、盐、姜“三宝”，可分别应对旅途中
遇到的低血糖、脱水、感冒患者，还要准备
让老年旅客使用的贴心拐杖等。

每逢春节，“井冈山号”列车乘务员
就会提前组织排练节目，把精心准备的
文化“大餐”送进车厢。列车“春晚”迄今
为止已举办 13 期，成为千里铁道线上一
道独特的风景。

光闪闪的奖杯、金灿灿的奖牌，井冈
山至北京西直达列车车班从集体到个

人，多年来获得了一系列省部级乃至国
家级的荣誉称号，像一把把标尺，量出这
趟列车的“高度”。

“流动课堂”上好红色文
化“第一课”

走进“井冈山号”列车，只见车厢里
有着全新打造的红色文化符号，每一节
车厢都有党史主题展板：“红色精神”“红
色人物”“红色诗词”“革命歌谣”，图文并
茂地将革命历史有机呈现，让井冈山精
神充分彰显。

沿着车内“红色文化长廊”，记者边
看边学。“这块展板讲述的是红色故事

‘八角楼的灯光’，展现了毛主席当年在
井冈山领导和指挥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故
事。”列车行驶途中，不少旅客驻足观看
党史主题展板，应旅客要求乘务人员热
心帮忙讲解。

先当学员，后做教员。只要到了直达
车队，上了“井冈山号”，年轻的乘务员都
会从“扫一次烈士墓，听一堂传统课，走一
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书，唱一首红军歌，
吃一顿红军餐”开始，逐渐成长为列车上
的“党史讲解员”。十多年来，通过列车这
个红色文化流动课堂，接受井冈山精神现
场教学“第一课”的旅客人数可观。

南昌客运段直达车队列车长高文博告
诉记者，多年来，“井冈山号”直达列车迎来
了一批又一批前往革命圣地井冈山的旅
客，作为井冈山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车
厢内打造的“红色文化长廊”和“餐车读书
角”，给旅客的井冈山之行预热“加餐”，该
趟列车打造成了“流动的党史展览馆”。

据统计，“井冈山号”列车开行至今，
已安全运送旅客 1100 万人次，提供重点
服务 3.2万余人次，为旅客找回遗失物品
2000 余 件 ，收 到 表 扬 信 523 封 、锦 旗
213面。

一趟列车的红色传承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大型真菌，俗称蘑菇，是生物物种
多样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江
西森林覆盖率全国第二，大型真菌种类
预计在 1000 种以上，是典型的野生食
药用真菌的资源宝库。

5月8日至9日，记者跟随江西省食
用菌产业技术体系、江西省菌物学会的
专家们前往江西马头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开展野生食药用菌种质资源调
查、鉴定和相关研讨。

椿象虫草、荨麻拟鬼伞、黏靴耳、长
根奥德蘑……种类繁多的野生食药用
菌，不禁让记者感慨，大自然真奇妙。
初次参加野外科考，记者看什么都觉得
新奇：专家们火眼金睛，揭开大自然的

“伪装”，在枯枝败叶或腐木缝里寻觅野
生食药用菌的踪迹；每找到一种野生
菌，他们都会拿出相机、比色卡、标尺等
工具，给它制作“身份档案”……此次野
外科考，专家共采集 50 余种野生食药
用菌。

如果说野外科考是亲密接触大自然
的奇妙旅程，那么随后的鉴定和相关研
讨，则是在探究中思考。在专家们的一
言一语中，记者心中的疑惑逐个解开。

比如，野外科考的意义。“我省栽培
食用菌历史悠久，赣菇与浙菇、闽菇、徽
菇并称为我国四大传统名菇，享誉国内
外 。 2019 年 ，我 省 食 用 菌 总 产 量
132.795万吨，在全国位列第10位，食用
菌已成为我省不少地区农民增收致富
的重要产业。随着近年来我省食用菌
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日益
变化，食用菌种业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
现，已成为制约我省食用菌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突出短板。”江西省食用菌产业
技术体系首席专家、省农科院农业应用
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张诚直言，摸清“家
底”，可以让野生食用菌种质资源“物尽
其用”，进而不断选育和驯化综合性状优良、具有知识产权的食
用菌新品种，促进我省食用菌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再比如，采集野生菌的技巧。“血红小菇的汁液是血红色
的，林地蘑菇的菌肉遇到空气会氧化成粉红色”“尽量带出地下
部分，散去其泥土，保持其完整。菌盖上的附着物如落叶、小虫
等不要弹掉”……江西农业大学颜俊清博士从蘑菇的颜色、形
态与结构、调查方法等方面，详细阐述采集野生菌的技巧。“我
的工作主要是为大型真菌绘族谱、认‘亲戚’。”去年 12月，在江
西省菌物资源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霍光华教授的带领
下，颜俊清和其他团队成员参与编撰的《江西大型真菌图鉴》正
式出版，填补了江西省尚未有记载本省林下菌物资源专著的空
白，阶段性地澄清了江西省大型真菌资源现状，实现了江西境
内大型真菌名称的可溯源性。

野外科考，山高路远，岭陡林密，这些无不考验科研人员的
意志。但在他们看来，没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没有一流的科
研成果。倘若发现一个新的真菌，感觉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心情非常舒畅。

对记者来说，马头山此行真是既看“热闹”，又看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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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34/3 次列车从革命老区
吉安出发，途经井冈山、兴国、
赣州、南昌、黄州、麻城等多处
红色旅游胜地，成为连接“革
命摇篮”井冈山与首都北京
的“红色纽带”——

6 月 5 日，吉水县水
南镇万亩良田基地，放眼
望去，新栽种的水稻一望
无际，仿佛一张巨大的大
地绿毯。进入夏季，吉水
县早稻生产进入夏管期，
田野处处一片翠绿，生机
盎然。

特约通讯员 廖 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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