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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非凡十年

5

·宜春篇

短 评

时序更替，万物维新，十年弹指一挥间。

翻阅宜春十年答卷，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捷

报频传，有发展动能新旧转换的蓄势突破，有生态

环境优势的更加彰显，有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

有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

十年风雨兼程，成绩令人鼓舞；十年砥砺前

行，不忘为民初心。十年来，宜春在转型中升级、

在挑战中奋进、在发展中蝶变，奋力建设江西综合

实力强市，绘就了一幅高质量发展的新画卷。

一处山水秀美的胜地

“现在的潦河水更清了，河道两岸的环境也越

来越好了。”伴着日出，“全国最美河湖卫士”、靖安

县双溪镇河北村“认领河长”吴春生，拿着打捞漂

浮物的工具，出现在了潦河边。7 年前，得知靖安

县要实施河长制，吴春生主动申请，参与到河湖管

护工作中来。

2015 年，靖安县在全省率先实施河长制，随后

宜春市全面开展江河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持续创

新河湖管护体制机制，积极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

十年来，宜春水生态得到修复，水环境质量持

续向好。北潦河获评全国示范河湖；靖安、奉新、宜

丰、铜鼓四县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称号；

主要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连续多年为100%，河湖长

制工作先后两次获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

十年来，宜春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通过

走航监测、精准溯源、协同控制，紧扣污染来源和

结构变化，治理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今年

上半年，市中心城区 PM2.5 浓度均值为 30 微克/立

方米，较去年同期降低 6.2%；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为 98.3%，较去年同期上升 2.2%。

十年来，宜春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在

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两个领域，加强污染源头控制，

防止新增土壤污染；对已受污染土壤，突出加强土

壤环境的风险管控和修复。开展涉镉等重金属污

染源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建设用地准入管理制度。

资源回收利用在丰城市有 70 多年历史。十多

年前，丰城以庞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从业人员和遍布

全国的回收、拆解企业为依托，在一片荒山中开拓

出循环经济产业园，引导再生资源利用产业走上集

群化、特色化、生态化发展道路。如今，丰城已形成

从废旧资源回收、拆解、分选、熔炼再到精深加工的

完整循环经济产业体系，逐步完善了再生铜、再生

铝、再生塑料三大产业链条，聚集了格林美、中国瑞

林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今年上半年，丰城循环经

济产业实现产值360亿元，同比增长31.8%。

在铜鼓县棋坪镇的一片竹林下，林下仿野生栽

培的黄精叶片随风飘动。铜鼓县森林覆盖率达

88.04%，是黄精天然的分布区。当地百姓依托丰富

的黄精资源和对黄精的采收与加工技术，抢抓市场

机遇，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将黄精变“黄金”。

十年来，宜春立足优良的生态环境，因地制宜

发展富硒有机绿色食品、道地药材、健康养生、生

态旅游等特色产业，大幅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

了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两山”转化通道的

拓宽，让生态优势转变为可观的经济优势。

围绕打造绿色生态强市的目标，宜春生产生

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一座惠民宜居的城市

宜春明月北路东侧，明珠学校崭新气派。在

宜春市中心城区，最美的建筑莫过于一座座漂亮

的校园，琅琅书声，托起这座城市的希望。

“以前孩子上学要穿过几条街，现在从家里到

新学校不足 200 米，再也不用急着送孩子上学了。”

在袁州区珠泉街道明珠学校，学生家长陈方明满

心欢喜。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班额”“大校额”

问题日益突出。宜春市加快扩充教育资源，在中

心城区构建“10 分钟上学圈”，满足群众的学位需

求。今年以来，全市推动 35 所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新建、改扩建，可新增学位 2.3万个、园位 4000个。

这十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宜春百姓有

了满满的获得感。

路平了，沟通了，水清了，路灯亮了，环境变美

了……在袁州区新康府街道，仙台社区源仙路、丁

家台社区小康路旧貌换新颜。“从小修补到集中

改，先地下后地上，道路改造之后我们出行更方便

了。”丁家台社区居民李翠秀喜滋滋地说。

这十年，从“有路走”到“走好路”，宜春百姓走

上了幸福大道。

要颜值，更要气质。这十年，宜春持之以恒强

功能、补短板，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城乡环境彰显新魅力。十大类 198 个基础设

施提升工程、684 个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项目稳步

推进，新建改造排水管网 150公里，新建绿道 35.2公

里，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3010 个……每一项惠民工

程，每一个民生项目，都办到了市民的心坎里。

老城区棚改有力推进，178 个老旧小区旧貌换

新颜、134 条背街小巷脱胎换骨、20 个农贸市场环

境整洁，环境优美度、城市宜居度、百姓获得感显

著提升。

这十年，从“有房住”到“住好房”，宜春百姓的

安居梦成为现实。

宜春市人民医院把以前分布在不同科室、不

同楼层的老年病人医疗服务，集中到一个楼层一

个区域，让老年病人一站式完成挂号、就诊、抽血

检验、取药和入院办理等。

这十年，从“看得起病”到“更方便看病”，宜春

为患者提供贴心的诊疗服务，守护百姓的健康。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宜春不断完

善民生供给，增强发展活力，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看病有床位、居住有房

位、读书有学位、停车有泊位……这些看得见、摸

得着的获得感，一头连着高质量发展，另一头连着

高品质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宜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执

政为民，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设身处地为百

姓解忧愁，千方百计为百姓谋幸福，用真心真情换

来群众满意，把“民”字写大写实。

一方言之有“锂”的热土

40 天签约、4 个月落地、一年建成……5 月 30
日，宜春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一期年产 15GWh 动力

电池项目在宜春经开区正式投产，跑出了重大工

业项目签约、落地、建设的“宜春速度”。

8 月 15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宜春项目正式

签 约 ，比 亚 迪 将 在 宜 春 投 资 285 亿 元 ，建 设 年 产

30GWh 动力电池和年产 10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及

陶 瓷 土（含 锂）矿 采 选 综 合 开 发 利

用生产基地，项目从洽谈到签约仅用

时 64 天。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总投资 500亿

元的宁德时代50GWh/年项目工地正在如

火如荼建设中；赣锋锂业、大唐集团、华能国

际等一批百亿元级工业项目接踵落户宜春。

目前，宜春共有锂电企业 142 家，在建

锂电项目 72 个，总投资 1142 亿元。今年上半

年，全市锂电新能源产业新签约项目 27 个，总

投资 587.5亿元，实现营收 400亿元。

“亚洲锂都”宜春在打造世界级锂电产业集

群的道路上跃马扬鞭、鼓点催征。

宜春市拥有丰富的锂矿资源，氧化锂储量达

258 万吨，约占全国锂资源储量的 23.6%，具有发展

锂电新能源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十年来，宜春市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抓住时代

风口，前瞻性地提出打造“亚洲锂都”口号，坚持把

锂电新能源产业作为首位产业强势推进，在招大

引强、项目落地、人才培养、政策配套等方面下功

夫，实现了该产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

十年来，宜春市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谋划，

明确发展思路，制定锂电新能源产业发展十年规

划，出台加快锂电新能源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指导意见，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益、打造完整产业

体系、优化产业布局等方面，形成了推进有力、保

障到位的政策体系。

经过十年的发展，宜春市锂电新能源形成了

初具规模的产业集群。

——碳酸锂生产快速提升。通过技术攻关，

成功将锂云母资源转化为能够跟海外锂辉石竞争

的优质资源，打破了我国锂矿资源严重依赖进口

的被动局面。去年，以锂云母为原料提取碳酸锂

的企业产量超过 8.5万吨，占全国的 28%。

——各类材料生产亮点纷呈。紫宸科技在高

端负极材料领域占据龙头地位；恩捷股份占据国

内隔膜市场半壁江山；明冠新材拥有铝塑膜发明

专利 30 余项，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目前正加速

产能扩建。

——锂电池生产多点开花。宜春时代电池工

厂 项 目 一 期 投 资 135 亿 元 ，2024 年 底 产 能 将 达

70GWh 以上，年产值超过 500 亿元；江西国轩投资

115 亿元建设年产 30GWh 锂电池及 PACK 生产基

地项目；清陶能源自主研发固态锂电池，建成全球

第一条固态动力锂电池规模化量产线。

…………

站在时代风口，宜春将按照“高大上、链群配”

的思路，重点打造“五大基地一中心”，即全球最大

的碳酸锂生产基地、国内重要的正极材料基地、国

内最大的锂电池基地、国内最大的负极材料基地、国

内重要的锂电池应用基地、全国知名的锂产品交易

中心，引领锂电新能源产业走向高端、迈向全球。

““锂都锂都””奋发奋发
——宜春十年高质量发展回眸

本报记者 胡勇飞 邹海斌 朱兆恺

发展是硬道理。

宜春这十年，是开拓进取、担当实干、进位赶

超的十年。党的十八大以来，宜春坚持高质量发

展，围绕“建设美丽宜春、决胜全面小康”“建设江西

综合实力强市”目标，加快“中心城区强起来、县市

区跑起来、大宜春立起来”步伐，奋力打造开放创

新强市、先进制造业强市、现代农业强市、绿色生

态强市、文化旅游强市、社会治理强市。

这十年，是春华秋实的十年。生态优先，绿

色崛起，宜春践行“两山”理念，河湖长制、林长

制呵护秀美山川。森林覆盖率、河流水质、空气

优良天数保持全省领先，成为赣西一颗璀璨的

生态明珠。

这十年，是开放创新、引强攻坚的十年。宁

德时代、国轩高科等头部企业落户，百亿级项目

你追我赶，锂电新能源首位产业实现井喷式发

展。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等特色

优势新兴产业不断迈向中高端。

这十年，是民生民享的十年。完善城市功能、

补齐城市短板、提升城市品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更多群众共享高品

质生活，让宜春成为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

活跃跃的创造、沉甸甸的数字、满满的幸福

感，这是发展的自信、丰收的喜悦，更是昂首阔步

迈向未来的豪迈底气。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宜春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动化生产线。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丰城幸福食堂让农村老年人乐享晚年生活。

（宜春市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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