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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雨初霁，行走在分宜县凤阳镇大路边村平坦宽敞
的村道上，两侧排列的橘子树一眼望不到尽头，村舍被
群山环抱，树木郁郁葱葱，稻田和西瓜、葡萄、莲子种植
基地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今年 42岁的村民袁平平像往常一样，正在操作旋
耕机犁田，天气渐热，几个来回，他脸上挂满汗水，裤腿
上沾满泥浆。“现在正是农忙时候，大家等着我把田整
好，尽快种上一季晚稻。”袁平平笑着说，“我买了台旋耕
机，一天可以帮村民‘打’20多亩田。”

凭借勤恳踏实、刻苦钻研，过去一直以种植水稻为
主的他，这几年努力学习莲子、葡萄等种植技术，积极参
加种植技术培训，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并流转土地进行
种植。目前，袁平平种了30余亩水稻、60余亩莲子、5亩
金丝皇菊和2亩葡萄，去年纯收入10多万元。

“党的政策好，让我在家门口致了富。”袁平平从旋
耕机上下来，到田埂上小憩。他说：“通过到村党支部参

加党的政策理论学习，我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在脱贫攻
坚战中，党员们的倾心帮扶，让我深受感动备受鼓舞，坚
定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2019 年，袁平平当选大路边村村小组长。同年 3
月，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袁平平以强烈的责
任心和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在经营好自己事业的同
时，不忘邻里乡亲，带动周边几户村民种植葡萄，并热心
地进行技术指导和帮助，经过精心管理，其他农户种植
的葡萄也获得了丰收。

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是村民对袁平平的一致评
价。唐绍军是村里的种粮大户，种植了 100多亩水稻，
每年的稻种、化肥、农药都需要袁平平帮忙代购，还不时
请他进行技术指导，科学施肥用药，提高水稻产量。每
到农忙季节，袁平平都是先忙着帮村民犁田，之后才整
理自家的稻田。在帮助村民办好一件件实事好事中，袁
平平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和热爱。

今年 2月，袁平平正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他的干
劲更足了。这两年，他试种的金丝皇菊有了不错的收
益，“我打算进一步扩大金丝皇菊的种植规模，并带动在
家务农的村民一起种植，增加他们的收入，让大家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袁平平充满信心地说。

在办实事中诠释对党的忠诚
——记分宜县凤阳镇大路边村村民袁平平

邹宇波

省委文化体制改革专项
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召开
施小琳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万仁辉）6月18日，省委文化体制改革专项
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和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会议
在南昌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施小琳主持并讲话。

施小琳指出，今年以来，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我
省文化体制改革继续保持了良好势头，各项改革扎实推进、
改革成效不断凸显。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关于文化改革
发展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供更多满足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文化产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顺应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
略；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施小琳强调，要把牢改革方向、目标和原则，聚焦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落实、媒体融合、文明创建、文旅产业链等重
点，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彰显新作为。要始终保持改革定
力，提振改革信心，增强改革锐气，汇聚改革合力，推动文化
体制改革开创新局面。要突出抓好改革统筹，在编制“十四
五”规划、推进红色基因传承、提升优质文化供给力、深化国
有文艺院团改革、加强省属文化企业改革、推动文化数字化
建设等方面重点发力，推动各项改革工作落到实处。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责任，完善政策措施，狠抓工作落
实，以更加优异的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会议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完
善江西日报社与江西报业传媒集团人员管理机制的意见》

《关于建立健全江西日报社高层次人才工资分配激励机制的
意见》《关于 2021年江西省文化改革发展重点工作机制创新
分工方案》等文件。

将工会工作做到职工心坎上
本报吉安讯 （记者齐美煜）6月 17日至 18日，中华全国

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魏地春在吉安开展“工
会进万家”调研走访慰问活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
成员，省总工会主席龚建华陪同。

魏地春对江西工会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会重点工作，江西各级工会组织要着
力抓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武装，充
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要做细做实工会维权服务工作，积极
争取党委和政府支持，善于利用社会各方资源，加强职工服
务中心（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爱心驿站等服务阵地建设和管
理；高度重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工作，在推动保障职工合法
权益、竭诚服务职工上下功夫，在推动制度建设、健全协调机
制上下功夫，在推动形成良好环境、加强法治保障上下功夫；
大力加强基层建会入会工作，切实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货
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积极推进智慧工会建设，结
合自身实际和优势进行探索创新，努力为全国智慧工会建设
提供有益经验，将工会工作做到职工心坎上。

夏至来临，稻田铺绿，全省1820多万亩早稻进入抽穗季。
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和发达的五河水系，奠定江西

“江南粮仓”“鱼米之乡”的地位。“哪里有饭吃，人就往哪里
迁徙。南方昌盛之地，南昌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省农科
院水稻所所长尹建华说。

不变的“江南粮仓”，一百年来，变在哪里？

“江西种”：从“莲塘早”到江西“南繁人”
七八十年前，江西最有名的水稻品种只有一个——

“莲塘早”，不仅江西人种它，在省外也广为种植。
“‘莲塘早’是农家高秆品种，比人还高，容易倒伏，所

以亩产很低。”尹建华告诉记者。
那时的水稻品种，大多是农民自留种，专门做水稻育种

的人很少。当年江西有个很出名的育种师傅，名叫姜文正，
人称“姜技师”，他的报酬抵6个工人的工资。尹建华说，新
中国成立之前，这样的“技师”凤毛麟角，很受人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省水稻品种的繁育和改良不断加
快，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
代初，主要是对地方品种进行鉴定评选和利用，同时进行
高秆品种引种与系统选育，筛选出了早籼“万载浏阳早”

“晚籼贵溪晚”等一大批较好的地方品种。第二阶段是上
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我省引进矮脚南特号、珍珠矮
等品种，育成并推广赣南晚 7号、萍矮 1号等一批矮秆品
种，实现早晚稻全面矮秆化，单产较高秆品种普遍提高100
斤以上。第三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1985年。以
颜龙安院士为代表的水稻育种科学家开始杂交水稻三系

配套研究，并在生产上应用。这个时期，南下海南岛做育
种试验的江西人数以万计，为江西赢得了“全国杂交水稻
制种的一面旗帜”美誉。

从技师到院士，从少数育种人到上万江西“南繁人”，
从农家自留种子到水稻科研机构的相继成立，以及 2018
年省农科院、江西农大等组建江西水稻产业联盟，江西水
稻品种新、优、多。目前全省注册农作物种子企业有 147
家，有“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5家，评选了“江西十大新
优水稻品种”和“十大潜力品种”，全省优质良种率达97%。

“江西地”：从靠天收粮到高标准农田
建设示范省

江西山多地不平，很长一段时期，农村道路设施落后，
村与村之间交通尚且不便，更不用说通向农田的道路了。
田块更是分散，高低不平、大小不一，有的水田还停留在刀
耕火种、靠天收粮阶段。

现在，江西农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撂荒地变连片
田，机耕道四通八达，水泥渠修到田头，智慧田成新样板。

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巩固粮食主产区地位，这是中央
对江西的要求，也是江西的担当。要巩固这一地位，“地”
是基础，是关键。2017年，江西率先在全国从省级层面统
筹整合资金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以实际行动落实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2017年至2020年，全省累计
建设高标准农田1179万亩，项目区耕地质量得到提升，亩
均粮食单产提高 100斤以上。2019年、2020年，高标准农
田建设连续两年获国务院督查激励。

建设高标准农田，钱从哪儿来？我省主要做法是统筹
整合财政资金，引导金融和社会资金，每年统筹整合资金
约90亿元。日前，为支持开展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保
障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省财政厅又下达整合用于高标准农
田建设资金13.57亿元。同时要求各地加强资金统筹整合

使用，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做好绩效监控运行和绩效管理，
确保各项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同时，我省积极探索“以田养田”模式，确定以高标准
农田新增耕地指标出让收益和耕地质量产能提升收益作
为偿债主要来源，采取“省级统一打包”方式，发行专项债
券，解决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不足问题。2019 年 7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了全国首只高标准农田建设专
项债。目前，已累计发行两期专项债券共计78.39亿元。

“江西粮”：从一蹶不振到不间断输出
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

这是一组对比数据：解放战争时期，江西稻谷生产跌
至低点，1948年总产为 6057万石（约 72.7亿斤）；2020年，
江西粮食总产量达432.8亿斤，是1948年的近6倍，其中输
出商品粮100亿斤。

江西粮食以水稻为主，江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
断输出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国家输出大额商品粮的八
个省份之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4年至1929年，江西稻谷总产量比较稳定；1930年
至1934年，国民党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五次“围剿”，农
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全省稻谷为 7426 万石（约 89 亿
斤）。1938年日寇入侵江西，田园荒芜、堤防破坏，稻谷总
产年年递减。解放战争时期，江西粮食生产一蹶不振，
1948年跌落至最低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省组织开展水稻优良品种选育，增
产技术模式攻关，全省水稻单产水平从1949年的每亩214
斤大幅度增长到 2020年的每亩 794斤，增加了 3.7倍。粮
食总产突飞猛进，1979 年全省粮食总产突破 250 亿斤，
1989年突破310亿斤，2009年突破400亿斤。此后多年，我
省粮食总产量稳定在420亿斤以上，总产量位列全国第12
位，稻谷产量位列全国第3位。

沃土良田处处新
——“江南粮仓”的百年之变

本报记者 江仲俞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
作条例》，对于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
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
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心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对于引领新时代台联工作，团结广大台
胞共同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
国统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

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统
一战线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学习贯彻

《条例》，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始终
坚持党的领导，突出思想政治引领，高举
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引导和教育广
大台联工作者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
的意志和主张贯彻到台联工作的各方面
和全过程。

二要始终坚持服务大局。台联是党
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台
湾同胞的桥梁和纽带。学习贯彻《条
例》，要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关
心关注在赣台胞，积极宣传中央对台大
政方针和各项惠台政策，协助他们在赣
投资、求学、就业，认真听取和反映他们
的意见和建议，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积极推动赣台民众交流交往，促进两地
融合发展，为祖国统一聚人心、夯基础，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力前行。
三要始终坚持加强自身建设。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强化理论武装，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努
力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的能力。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
优良、奋发有为的干部队伍，不断开创新
时代台联工作新局面，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以《条例》为统领，奋力谱写新时代台联工作新篇章
省台联会长 徐友洪

学《条例》谈统战

6月19日，南昌市十九中教育集团城北学校，学生在制作“南湖红船”木质拼装模型。该校举办“红心向党 匠心
育人”红色主题系列模型教育竞赛，提高孩子们的动手和协调能力，弘扬红色文化和爱国主义精神。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今年21所军校在我省招生447人
本报讯（记者李芳 通讯员何俊）记者6月19日获悉，今

年全军21所军队院校计划在我省招收应届、往届高中毕业生
447人，其中，理科男生416人、理科女生22人、文科男生8人、
文科女生1人，招生人数较去年增加10%左右。

记者从省军招办了解到，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应届、
往届毕业生，必须年满17周岁、不超过20周岁（截至2021年8
月31日）；有意愿报考军校的考生须6月26日18时前到当地
县（市、区）人武部登记参加政治考核和身体初步筛查；6月24
日至25日，考生网上填报提前批次本科军队院校志愿；6月27
日至7月1日，政治考核和身体初查合格考生，按计划前往联
勤保障部队第908医院（原解放军第94医院，位于南昌市井冈
山大道1028号）参加面试体检。

按照中央军委“推进阳光工程”要求，为维护考生利益，
确保面试体检公平公正公开，将依托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jxeea.cn）向考生公布结果，考生7月2日凭本人考生号
登录查询，对体检结论有异议，可于 7月 4日在 908医院申请
复查，其中可以通过服用药物或其他治疗手段影响检查结果
的项目不予复查。

2020年度江西省
科学技术奖揭晓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记者 6月 19日获悉，2020年度江
西省科学技术奖揭晓。根据《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省
政府决定对为我省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的科技工作者和组织给予奖励。

2020 年度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146 项优秀科技成
果，其中，授予“固态配合物中的分子运动、结构相变及极化效
应的调控”等 6项成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授予“分时空电
离质谱技术及其生命分析应用”等 2项成果省技术发明奖一
等奖，授予“矮秆密穗优质水稻恢复系R225及衍生系的创制
与应用”等15项成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中小学体育课程开课率99%
我省2020年健康中国行动各项指标持续改善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日前，记者从 2021年健康江西建
设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上获悉，根据2020年健康中国行
动监测评估结果，我省2020年度健康中国行动各项指标持续
改善，73%的指标已达到2022年的目标值。

人居环境全面改善。全省各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农贸市场、“五小”行业、老旧小区、大街小巷等重点场所
的监督和管理。同时，各地加大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持续推进卫生城镇创建，并倡导群众养成出门佩戴口
罩、垃圾分类投放、保持社交距离等良好生活习惯。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见成效。2020年，我省产前筛查率达
73%；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达96%；农村适龄妇女宫
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实现全覆盖；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课
率达99%、眼保健操普及率达99%。

空气质量越来越好。全省各设区市 PM2.5浓度由 2017
年的 44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到 2020年的 30微克每立方米，下
降 31.8%；优良天数比例由 2017年的 87.3%上升到 2020年的
94.7%，提高7.4%；全省11个设区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
由2017年的0个增加到2020年的10个。

水质优良断面持续提高。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由 2015年的 78.7%上升到 2020年的 96%；长江干流江西段Ⅱ
类水质断面比例由2015年的66.7%上升到2020年的100%。

6月13日，万年县裴梅镇葛毛坞村茶树菇基地，农户正在
给茶树菇菌种浇水。近年来，该村投资成立特色产业种植基
地，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上接第1版）在莲湖乡莲北圩，叶建春详细了解水毁工程修
复工作，要求紧盯工程质量，科学推进工程建设，着力在源头
上提升防汛能力。叶建春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
心理，认真开展防汛检查，科学制定应急预案，把一切准备工
作做实做细。要强化汛期教育和科普宣传，提高群众安全防
范意识，动员更多力量支持、参与防汛工作。

叶建春还来到信江八字嘴航电枢纽工程和位于四县交界
处的蛇山岛，就加强工程防汛安全管理和鄱阳湖区联合巡逻
执法工作进行调研。

落实防汛备汛措施 全力守护江河安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