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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风景 不同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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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明风景

提升城市气质

邹萍艳

上饶人民的“百万空港梦”

———写在上饶三清山机场通航两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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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城街头，

新近 “长 ”出了

一片片令人赏

心悦目的风景。

走在熟悉的城

市，惊喜扑面而

来，人们发现曾

经不起眼的角

落、曾经杂草丛

生的地方，如今

变成了一个个

美丽的景观带。

袅袅 摄

日升月落 ， 随着 “创卫 ” 活动的深入推进 ，

市民不断有美丽的新发现。 这里的卫生死角被清

除了， 那里的转角变成花园了； 这里的楼道更亮

堂了， 那里的污渍不见了……城市颜值提升 ， 熟

悉的家园新风荡漾， 这些让人欣慰， 但也要看到，

在我们的城市努力朝着更宜居宜游的方向前行的

同时， 一些人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跟上趟， 他们还

很任性地用不文明的行为， 用煞风景的陋习来拖

后腿， 来抹黑城市形象。

君不见， 在干净整洁的路面上若无其事吐痰、

随手丢烟头、 乱扔垃圾的有之； 在贴着禁烟标识

的餐馆或其他公共场所里 ， 毫不在意他人目光

“吞云吐雾” 的有之； 在树木扶疏的公园里， 任由

撒欢的宠物在步行道上留下粪便的有之； 光天化

日， 在大街上的绿化带旁若无人地小解， 或趁着

夜色朦胧在小巷旮旯头方便的有之 ； 华灯初上 ，

将广场舞音乐声量开得令附近居民心烦意乱， 不

能好好学习、 休息或工作的有之； 为了吸引眼球，

给饭店打出低俗广告语的有之……日常生活中诸

如此类的不文明现象， 除了让受众糟心， 让城市

形象 “大打折扣” 外， 更让人意识到， 在提升文

明素质方面， 我们还有很多 “功课” 急需做好。

加强社会公德教育 ， 刻不容缓 。 不文明行为

产生的原因， 究其根本是公德心的缺失。 没有公

德心， 只图自己方便、 开心， 所以不去顾及自己

的行为给他人造成的不便、 困扰， 给社会造成的

不良影响， 所以可以将在公共场所抽烟、 随地吐

痰小便、 将广场舞音乐开得震天响等不文明行为

继续毫无愧疚地进行下去。 要知道， 创国家卫生

城市， 建大美健康上饶， 每一个市民都责无旁贷。

要加大宣传引导的力度， 弘扬传统美德和文明新

风， 全面培养市民的公德意识， 让文明创建的氛

围更浓厚， 让守德光荣失德为耻的观念深入人心，

增强文明的自觉。

强力整治不文明行为 ， 严治重罚 。 不仅要在

道德层面对不文明说 “不 ”， 更要在治理上给不

文明 “颜色” 看， 要依法严治重罚， 提高发生不

文明行为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 自城市管理条例

出台后， 在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整治中， 如今像行

人闯红灯、 车窗抛物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像制

造 “牛皮癣 ” 非法乱贴小广告这种行为更是在

“罚款

+

拘留” 的处罚面前骤然减少。 在法律和规

则的精心呵护下， 文明之花才能处处开。 当务之

急， 要通过严管严治， 杜绝不文明行为， 让更多

人树立起良好的规则意识， 成为文明创建的践行

者。

当然， 在全力推进环境整治、 文明创建的过程

中，难免会遇到些历史遗留问题。 这时，既要耐心细

致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春风化雨，又要认真听取群

众的诉求，真情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大厦之成 ， 非一木之材也 ； 大海之阔 ， 非

一流之归也 。” 国家卫生城市 、 全国文明城市的

目标 ， 不是仅靠某个部门某个单位就能抵达的 。

完善市容市貌 ， 提高城市品位 ， 建设大美上饶 ，

需你我携手同行。 创建的路上， 没有局外人 。 当

上饶正奋力靠近自己的梦想， 努力成为更美好的

家园的时候， 作为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一员 ， 还

有什么理由， 不跟上它的步伐呢？

城市的气质里 ， 有你 ， 有我 。 愿每一个你

我， 都能成为城市里文明的风景， 都能展现出城

市美好的气质。

招商引资的空中走廊

说起这两年的招商工作， 上饶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的同志们可是

笑得合不拢嘴。 通过航班进行经贸洽

谈交流， 民航的发展见证了我市招商

工作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 上饶三清山机场

从

2017

年

5

月通航至今，平均每月公

务机保障达

6

个架次， 上饶市野生动

物园项目的落地就是得益于机场的开

通， 从项目考察到落地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 核心关键是便捷的航空交通出

行方式。 北京华熙与上旅集团的项目

能够成功牵手，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华

熙看中了上饶八省通衢的重要交通地

位， 更重要的是好的文旅创意需要消

费者买单，核心关键又是交通，通过机

场这个渠道，越来越多人了解上饶，了

解到上饶的发展和变化。“ 干细胞产业

的发展，上饶走在前面，但让世界了解

上饶、 选择上饶还需要通过机场这个

平台， 干细胞的储存检验对时间的要

求只有通过民航才能实现。 ”江西汉氏

联合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的汪婷提及

机场作用时说。“ 作为江西对外开放的

门户， 上饶所具有的独特区位优势和

江右商帮的人文为饶商回归建立了情

感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依托机场高效

便捷的出行无疑能推动更多的饶商回

家创业投资。 ”上饶经开区招商局局长

张小龙如是说。

文旅融合助力脱贫攻坚

“ 武夷山的价值和资源如何形成

品牌，如何将连四纸、河红茶再续当年

万里茶道的辉煌， 我们期待通过产销

结合做好山水文章，来实现突破，把我

们的茶叶、纸张通过航空渠道把‘ 装不

完的河口’推销出去。 ”武夷山镇茶商

聂文洁说。

在山水人文物资丰沛的上饶， 以

文化旅游带动农产品增值的故事有很

多。 在深入融合的过程中， 上饶走出

了一条脱贫攻坚的大道。 在全省旅游

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 如何将扶贫与

文创， 扶贫与发展结合起来， 上饶可

谓是做了十足的功课。 在深度旅游方

面， 通过航班航线的推广， 把旅游资

源推介出去成为了共识。 在深度开展

农村游、 深度游的同时， 发展好了民

宿和农家乐， 带动了就业也带动了客

源。 与此同时， 通过农村合作社的方

式把农产品进行定向， 把农民变成产

业工人 ， 提高大伙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 在讲好上饶故事上， 我市把农产

品与文化与旅游进行了整合 ， 茶籽

油、 河红茶、 红芽芋这些农副产品正

在通过航空这个渠道走进全国人民的

家庭。 三清山机场

2018

年、

2019

年

货邮的增量同比增长了

200%

， 这个

增幅正是上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好

佐证。

让上饶市民更具幸福感

“ 这两年上饶的变化真是大 ， 尤

其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机场， 想去三

亚、 去贵州、 去昆明两个小时就能飞

到， 今年我还陪我爸爸妈妈去了普陀

山， 有机场真好！” 市民连先生自豪

地说。

在上饶， 乘飞机出行如今已经成了

一种新常态。 以研学旅行为代表的亲子

游成为了假期的黄金线路， 以尊老孝老

的飞行体验旅游成为了城市文明的新风

尚，以上饶三清山机场为题材的文章《 航

空出行真便捷》 作为课外读物入选了江

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走向富强》一书。

通航至今， 上饶三清山机场已经成为了

全市幼儿园定点的春游、秋游场所，在全

市孩子们的心中， 家乡的机场让他们倍

感自豪。 在通达的

12

座城市里，每一座

城市都有饶商奋斗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

机场的通航， 才让在外拼搏的饶商时常

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贵州打拼多年的

丙胜是广丰人，他凭借着开挖掘机的技

术在贵州打拼下了自己的事业，今年

4

月，夏秋航班时刻换季后，阿丙带上了

贵州的女朋友回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真情服务助力城市发展

早在

2014

年，江西机场集团公司

就启动了全国民航高校人才储备，管

制、通信、导航的核心技术岗位通过集

团的优势平台，在赣州、井冈山、景德

镇、宜春机场进行了系统的培训考核，

为上饶机场飞起来、 飞好提供了坚强

的保证。

在人员资质能力培养方面，安检、

地服等操作岗位人员集中在昌北机场

进行跟班实习， 通过理论实践实现了

高质量培养， 上饶机场操作岗位的一

次通过率在全集团名列前茅， 为上饶

机场的安全运行夯实了基础。 通航两

年时间里，顺利通过了安保审计、空管

SMS

效能评估， 初步建立了安全管理

体系。 与此同时，上饶机场还积极融入

地方发展，在全市重大招商引资、创国

卫等活动中为广大出行的旅客提供便

捷服务。 在服务生产过程中，上饶机场

分公司始终牢记“ 服务地方战略、服务

上饶经济发展、服务上饶社会大众、服

务航空公司”的定位，在守住安全底线

的同时， 积极融入服务地方经济的发

展，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通过航空

旅游市场， 串联起经济欠发达地区的

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 在改革的攻坚

期，通过民航运输来做大基本面，通过

便捷舒适的出行方式来提升管理的效

率和释放民航运输带来的经济效应。

如今， 上饶正朝着国际口岸和百万空

港的目标昂首挺进。

（ 李帅）

5

月的赣东北一派生机勃勃， 刚刚结束的 “创新饶

商”全球双创邀约赛吸引来了来自全国高科技产业领军

人物和金融投资巨头在饶共商合作创新之路。 过去两

年，一大批饶商正积极推动项目回归和落地，赣东北地

区正以上饶为核心拓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上饶三清

山机场的通航，为上饶经贸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两

年时间里，上饶三清山机场已经开通了

6

条航线，通达

了

12

座城市， 实现横跨南北、 纵贯东西的网络布局。

2017

年通航至今，累计起降航班

8297

架次，旅客吞吐量

达到

702474

人次，货邮吞吐量

174

吨。

2019

年，上饶三

清山机场预计全年将实现

50

万人次吞吐量， 发展增速

进入了全省机场第一方阵。

袅袅 摄

袅袅 摄

虹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