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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

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江西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紧紧抓住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宝贵契机，

坚持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实践，努力走出

一条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为

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牢牢把握历史机遇

江西是美丽的绿色家园，森林覆盖

率达到 63.1%，境内河流水质优良，名山

大湖久负盛誉。行走在江西的大地上，

处处可见秀丽的山峦、清澈的河流，古朴

的乡村，犹如走进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最

大的优势、最亮的品牌、最好的财富。

长期以来，江西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接力探索实践，从山江湖工程到“生态立

省”战略，再到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不仅实现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生态优

势也不断延续、巩固和提升。但随着工

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资源、能源和环境

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国家站在战略和全

局的高度，启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为江西推进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指

明了方向和路径。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江西建设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区，战略定位是建成中部

地区绿色崛起先行区、大湖流域生态保

护与科学开发典范区、生态文明体制机

制创新区，并在产业政策、财税金融、科

技支撑、开放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支

持政策，这有利于提升在全国发展格局

中的地位，有利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有利于巩固长江中下游生态安

全屏障，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

机制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生态文

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江

西要切实抓住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的宝贵历史机遇，牢固树立“既要金山

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把生态资源作为最宝贵

的资源，把生态优势作为最具竞争力的

优势，不断抢占发展升级的制高点，不

断打赢绿色崛起的决胜仗，不断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走出一条生态

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文明发展

之路。

切实强化责任担当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

一块金字招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份责任来自国家赋予的重大使

命。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

“五位一体”总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四

中全会分别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法治

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党中央、国务院

将江西首批纳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

设，全省上下要加强探索实践，积极先行

先试，努力形成可供复制和推广的生态

文明建设“江西模式”，真正承担起“先行

军”的历史使命。

这份责任还来自江西在全国生态格

局中的重要地位。作为我国南方丘陵山

地生态屏障、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水

生态安全重要保障区，江西必须站在国

家战略高度，保护好青山绿水，为维护国

家整体生态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

这份责任更来自人民群众的殷切期

盼。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与全国

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中，江西一

定要把生态建设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着

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家园，让

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

秀美的幸福生活。

大力弘扬实干精神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是一项

开创性的生态工程，需要以改革创新的魄

力和勇气开拓进取。要以全面深化改革

为动力，围绕建立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立足江西实际，抓住关键环节，着力在

模式探索、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等方面下

功夫，努力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

度保障和长效机制。对于试点地方，要给

足条件、给足政策，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

文禁止的，都允许试、允许改。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是一项

基础性的发展工程，需要持之以恒、久久

为功。要坚持“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

色崛起、实干兴赣”十六字思路不动摇，

把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加快转型

升级结合起来，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积极倡导绿色政绩观、绿色生

产观、绿色消费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建设旅游

强省，着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深入推进

绿色生态工程，努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取得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

的新经验、新成效。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是一项战

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省上下齐心协

力、共同推进。要加强整体设计，建立健

全分工机制、推进机制、协调机制、通报机

制，充分发挥各地各部门、各社会团体和

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形成建设生

态文明的强大合力。要把各项工作任务

分解到部门、具体到项目、落实到岗位，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执行，确保各项目标任

务如期实现。只要始终保持定力，坚持不

懈地抓，持之以恒地干，就一定能够交出

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合格答卷。

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强 卫

本报讯 记者武自然报道：为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中国
民航局出台了《关于推进京津冀民航
协同发展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该
意见确定了十二项主要任务，其中包
括强化天津机场枢纽功能、大力发展
航空物流、力促低成本航空公司落
地、推动实现“空铁一票通”、做大做
强航空制造业等，旨在促进天津滨海
国际机场的快速发展，服务京津冀近
7000 万人口的出行需求，促进京津
冀航空市场一体化的形成。

该意见明确，支持天津机场构
建功能完善的区域机场体系，强化
枢纽功能，大力发展航空物流，加快
推进 7.5 平方公里航空物流园区建
设；推动三地机场统一运行管理，通
过资源共享相互帮扶，在功能方面
共同建设和使用异地城市航站楼。
目前天津机场已在京津冀地区设立
了 12 座城市候机楼，未来两年将实
现京津冀全覆盖；优化区域机场航
线网络，鼓励航空公司转移部分航
班至天津机场，支持天津机场拓展
国内中转航线、周边国际旅游航线，
货运物流等特定市场提高航线网络
通达性；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完善
机场低成本运营相关配套设施，进
一步简化旅客分批流程。

该意见还强调，加强综合交通体
系建设，构建以主要机场为枢纽节点的综合交通体系，加密机
场、火车和大巴班次，推进空铁联运、空路联运，最后实现空铁
一票通；加快临空经济发展，支持天津打造北方国际航空物流
中心。到2020年，天津机场将实现旅客吞吐量300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60万吨，成为中国具发展潜力的重要机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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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自 12 月 20 日零
时起，贵州省贵阳、遵义、安顺三地的固话正式并网升位，实
现通讯同城化。

据了解，贵阳、遵义、安顺三市常住人口近1300万，固定
电话和移动电话用户规模均超过全省 50%。由于地理位置
毗邻，三市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极为密切，异地置业也较为普
遍，实现通讯同城化意义重大。

贵州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郭智翰表示，贵阳、遵义、安
顺三市实现通讯同城化，有利于强化省会贵阳在国内外的
影响力，也有利于遵义、安顺两地打好“省会贵阳牌”，可有
效降低商务和社会交流成本，加速区域内的信息交流，促进
资本和项目高效灵活在黔中黔北区域内配置，推进区域经
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据估算，实现通讯同城化后，贵阳等三地市民每年将减
少电话资费支出近 4 亿元，平均每个电话用户约减少支出
25元。

贵阳遵义安顺实现通讯同城化
三地市民每年将减少电话资费近 4亿元

本报讯 记者管斌、通讯员张鸣报道：北京东方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总投资 2.5 亿元，山东中再生置业有限公司房
产开发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今年，山东商河县新签约多
个过亿元项目，使全县招商引资呈现出单个项目投资额高、
项目含金量高等特点。通过充实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聘
请经济发展顾问等举措，今年，商河县招商引资的专业化程
度不断提高。

大项目成商河县招商引资“重头戏”，今年 1 月至 11
月共签约 23个项目，计划总投资 121.83亿元。全县引进在
建项目 102 个，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47.50 亿元，完成年
度任务 91.34%。在建项目中，过亿元项目达到 37 个，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0.49亿元，占全县的 43.14%。

招商引资竞争激烈，产业配套程度的高低成为制胜关
键。商河县通过不断发掘地热、土地和生态等资源优势，重
点吸引环保节能类项目落户，逐步形成了环保节能产品、环
保装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等门类齐全的产业链条。今年，
围绕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战略部署，商河实施了创新驱动、
项目推动、配套联动“三动联合”的发展战略，全力打造环保
节能材料与装备产业基地。

山东商河引进节能环保产业
单 个 项 目 投 资 额 高 含 金 量 高

山东商河引进节能环保产业
单 个 项 目 投 资 额 高 含 金 量 高

每天上午，江苏省昆山市青阳港实
验学校传达室员工杨志浩都会签收不少
邮局送来的书信。投递员周良带来几本
杂志、一沓报纸和几封挂号信，拿出手
机，打开“邮政投递 APP”。杨志浩快
速扫了一下周良手机上的邮件列表，然
后用食指在屏幕上写下名字，签收完
毕。“学校报刊品种多，以往在纸质清
单上签收，要好一会儿才能找全，也不

可能逐件核对，查询更是只能请周师傅
回去查好再打电话告诉我。现在这些全
可在手机上现场搞定。”杨志浩对这个
APP的评价是“五颗星”。

这是昆山市邮政局开发的“邮政投
递 APP”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场景。“邮
政投递 APP”今年 6 月在昆山全面启
用，它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围栏技术和
精准的 GPS 定位功能，实现了客户电子
签收杂志、给据邮件等功能，同时对投
递员外部工作有一个数字化的记录：他
的每一个操作步骤、整个路线轨迹，后
台都有清晰地显示。它代替了沿袭几十
年的纸质签收、查询的做法，更便捷更

生态，同时提高了邮政企业内部生产管
控效率。

“下一步，这个 APP 要在苏州全市
推广使用。粗略计算，仅邮路排单、投
递清单等纸质单据一项，每年就可节约
近百万元。”苏州邮政局局长马小群
说，“邮政传统的作业方式、流程以及
效率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老百姓将更能
感受到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

“人无诚信不立，企无诚信不振。”
苏州邮政局坚持将诚实、守信作为立企
之本，把建设诚信体系贯穿于整个经
营、服务、管理之中，积极利用先进的
移动互联信息技术，始终站在客户角

度，持续改造传统邮政作业流程，提升
服务效率和品质，打造高效邮政和诚信
邮政，在企业内部形成倡导诚信、推广
诚信、践诺诚信的价值体系。

吴江局开发的一款服务中小企业的
“商函数据库 APP”，提升了数据库营销
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工作效率，实现了
三大功能：一是客户下载 APP 后，就
可进行数据直接筛选，免去了以往为查
找发信名址数据的来回奔波；二是提高
了使用数据的精准性。呈现给客户的数
据是按其要求私人定制的，并且真正实
现了客户自主筛选，确保了使用数据的
精准性，杜绝了以往寄发商函中大量无
用名址数据的浪费，让企业使用商函更
放心，更好地发挥数据库商函精准营销
的优势；三是方便数据分析及项目复
制。通过日常使用，并经过后期的数据
分析，能更准确留存不同行业的有效数
据。目前，该应用已在吴江局全面推广
试用，今年新增中小企业客户 35 家，
发函量增加了 5%，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苏州智慧邮政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薛海燕

冬日的阳光均匀地洒在水面上。站
在长江边的马鞍山郑蒲新港，偶尔掠过
的微风让人感到一阵寒意。工地上，工
人们正热火朝天地抓紧收尾施工，为新
港开埠做着最后的准备。郑蒲新港是安
徽省近年来最大的港口建设项目，启用
后可以停靠 2 万吨级货轮。这样的吨位
级也意味着，马鞍山将成为长江黄金水
道上又一个大型货物集散分装地。

郑蒲港新区现代产业园管委会副主
任马成福向记者介绍，受制于港口泊位
能力，原先合肥生产的家电通过长江水
路出海，在省内只能装载于 3000 吨级
的船舶，然后到省外的下游万吨级码头
重新装船。郑蒲新港启用后，这一制约
瓶颈将大大缓解，“随着长江经济带区
域通关一体化的实施，郑蒲新港除了江
铁 联 运 ， 还 将 实 现 无 障 碍 的 江 海 联

运。”在马成福看来，未来郑蒲新港不
仅牢牢地占据“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区
位优势，还将分享长江经济带战略带来
的巨大“红利”。

“基础”工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夯实经济发展“基
础”，用好资源、产业、科研等方面的
相对优势，正是安徽省谋划重点项目的
一个显著特点。

具有强大科研实力的中国科技大学
是合肥乃至安徽的一张名片。如果说郑

蒲新港主要反映安徽在硬件基础建设方
面作出的努力的话，那么，安徽省近年
来强力推进的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这
一省院共建项目，无疑代表了安徽在利
用当地科研优势、提升软件基础方面所
取得的成效。2012 年才正式起步的中
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短短 2 年多时间
便聚集了 65 家科技创新企业，获批专
利 130 余项，并且已有多项科研成果成
功地从实验室走向了市场。

合肥利夫生物科技公司是中科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重点孵化的企业之一。该
公司项目运营负责人徐伟向记者介绍，他
们的拳头产品呋喃聚酯生物塑料，采用的
就是先研院的最新科研成果。这种利用
新型聚合物材料生产的生物塑料以秸秆
等农林废弃物为原材料，不仅可以替代传
统的涤纶塑料，避免使用有较大环保压力
的聚酯单体 PX，而且还具有可循环利用
等优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 PX
产能都将面临不足，合肥利夫将拥有巨大
的市场空间。诺迈材料科技公司同样与
先研院联系紧密，他们掌握的“独门秘籍”
是金属粉末一次注射成型，在机械零部件
制造领域独树一帜。目前，江浙一带的许
多零部件生产企业开始选择与诺迈材料
科技公司展开合作。

“安徽省重点发力的‘基础’项
目，既利当前更利长远，为安徽的经济
发展增添了强大的后劲。”安徽省发展
改革委重点项目办主任叶文卿告诉记
者，近年来，安徽省重点推进了综合水
利、交通网络、生态环保、城镇化、创
新能力建设、民生等在内的 6 大项重点
基础工程。在这些重点基础工程的支撑
下，安徽各地市优势产业规模显著放
大，产业层次相应提升。在合肥，围绕
格力电器、三洋荣事达产业园、美的工
业园、长虹工业园等产业园区多项基础
项目的实施，奠定了合肥全国最大家电
制造基地的地位；围绕合力叉车、日立
挖掘机、熔安动力、长安 30 万辆微型
轿车、江淮轿车等重点基础项目的顺利
建设，提升了合肥全国重要装备、汽车
制造基地的地位。

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强大后劲——

安徽重点发力“基础”项目
本报记者 文 晶 刘志奇 白海星

时 讯时 讯

本报讯 记者雷汉发、通讯员陈双双报道：近日，北京
电力设备总厂与河北河间市瀛州经济开发区签署协定，由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投资 53 亿元在该开发区合作建设高压
传输设备项目。

北京电力设备总厂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下属企业，是
我国电力系统最大的综合性制造厂家，是我国目前 4 家生
产高压封闭母线的专业厂家之一，是封闭母线产品国家标
准的制定者，在国内电力行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为了适
应市场需求，该企业决定建设占地 500 亩高压传输设备生
产基地，并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项目选址电线电缆生
产水平领先于全国的河北省河间，以便于更好地实现优势
互补。该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89.17
亿元，利税 18.6亿元，为当地新增就业岗位 600余个。

河北河间承接北京高压传输项目
可 为 当 地 新 增 就 业 600 余 人

本版编辑 陈 艳 喻 剑

江西省委书记 强 卫

“基础”工程对于区域经济

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近年来

安徽省重点推进了综合水利、交

通网络、生态环保、城镇化、创新

能力建设、民生等在内的 6 大项

重点基础工程。在这些重点基

础工程的支撑下，安徽各地市优

势产业规模显著放大，产业层次

相应提升

11 月 12 日，在合肥瑶海都市科技工业园，毕权武（前）在操作新型色选机。

毕权武及其团队 2012 年进驻园区，研发制造工业级高速 CCD 色选机。目前，产

品除了受到国内市场青睐，还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解 琛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