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横峰讯

10

月

12

日， 葛洲坝集团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10

月

17

日，

上饶新零售电商产业首批入园企业集中签

约；

10

月

27

日，赣锋锂业集团与横峰签署

总投资

150

亿元锂产业项目；

11

月

3

日，

供需对接活动现场签约订单

7

亿元……横

峰县进一步加大招商力度， 坚持“ 招大引

强”不动摇，全力以赴，真抓实干，迅速加快

招商成果转化， 奋力推进招商引资和开放

型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坚持“ 一号工程”抓招商。 该县始终坚

持主要领导亲自抓、 分管领导具体抓的工

作局面，各小分队迅速行动，带头走出去对

接项目、捕捉信息，项目洽谈小组围绕招商

信息，迅速出击、精准研判、及时答复、高效

落地，突出专业招商、强化产业招商、做好

以商招商和中介招商，完善服务体系、提升

招商水平， 迅速掀起全县招商引资工作热

潮。 今年已成功签约项目

36

个， 总投资

450

亿元，其中

10

月份以来签约重大项目

6

个，包含百亿项目

2

个、“

50

”项目

2

个，

总投资达

300

亿元。

围绕主导产业强链条。牢固树立“ 项目

为王”意识，紧盯横峰“ 三大”主导产业，重

点围绕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 加快推进中

臻铜业、和兴二期等项目招引，积极对接一

批高端“ 丝线箔”项目；紧盯锂产业、新能源

招商，推动蜂巢、启德、广晟等项目的洽谈，

推动碳酸锂、 锂电回收等产业链项目尽快

落地；依托快递电商产业基础，加快对接申

通、京东、运满满、陆港小镇等数字物流电

商产业项目。

紧盯“ 四项”指标增活力。 在利用省外

资金指标上， 加快推进重点在建项目的建

设进度，保障项目足额进资；在利用外资指

标上，紧盯晶科科技、赣锋锂业等外资项目

进展，早日实现项目现汇进资；在利用外贸

进出口指标上，强化和丰铜业、华瑞天丞等

外贸进出口企业服务， 促进外贸进出口再

创新高； 在利用商贸指标上， 丰富消费业

态，举办好促消费系列活动，进一步释放消

费潜力，确保完成限上企业入统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主动

性，抢抓机遇扩大“ 朋友圈”，横峰还持续开

展定向、精准、高效招商，积极谋划在沿海

发达地区举办招商活动， 专题推介横峰主

导产业和营商环境，拓宽信息渠道，努力挖

存量、拓增量、控变量，有效吸附创新能力

强、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带动潜力足

的项目落户，主动“ 走出去”敲门招商，把企

业“ 请进来”共赢发展，全力攻坚冲刺年度

经济目标任务。 （ 梅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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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

11

月

12

日 清

晨， 婺源县石城红枫

叶景区云雾缭绕 ，一

幢幢粉墙黛瓦的古民

居若隐若现， 宛如仙

境，在阳光的映射下，

构成了一幅美不胜收

的乡村水墨画卷 ，吸

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及

摄影爱好者。

艾世民 王国红

摄影报道

冬日石城

梦幻乡村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1

月

16

日电 （ 记者白林 刘

华） 当地时间

11

月

16

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

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继续举行。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

发言。

在讨论数字转型问题时，习近平指出，当前，数字经济规

模扩大，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

要因素。 中国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期间，首次把数字经

济纳入二十国集团议程，提出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

近年来，二十国集团在适应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方面

凝聚了更多共识，推进了更多合作。 希望各方激发数字合作

活力，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造福各国人民。

一要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合力营造开放、包容、

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在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方面推进国际合作， 释放数字经济推动全球增长的潜

力。搞所谓“ 小院高墙”、限制或阻碍科技合作，损人不利己，不

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二要坚持发展优先，弥合数字鸿沟。

各国应该携手推动数字时代互联互通， 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全

民数字技能和素养， 尤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弱势群体融入

数字化浪潮，努力消除数字鸿沟。中方已经发起建设数字丝绸

之路倡议，并将数字经济作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

期待就此同各方开展合作。 三要坚持创新驱动， 助力疫后复

苏。中方提出了《 二十国集团数字创新合作行动计划》 ，旨在推

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实现创新成果普惠共享，欢迎各方积极

参与。 中方愿继续同二十国集团成员合作， 携手构建普惠平

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数字经济格局。

峰会通过了《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宣言》 。

当地时间

11

月

15

日晚，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印度

尼西亚总统佐科和夫人伊莉亚娜在巴厘岛神鹰广场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欢迎晚宴。

王毅、何立峰等参加有关活动。

以党建为引领， 推动形成社区治理合力； 以网格为单

元， 让党群干群关系更紧密； 以民生为导向， 着力办好群众

身边“ 微小事” ……今年以来， 江西省上饶市创新推行“ 党

建

+

网格

+

微小事” 工作机制， 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

以前， 上饶市信州区东市街道信阳路

10

号的房子由于

下水管道老化， 化粪池经常发生堵塞。 东市街道南门路社区

多次请人来疏通， 但始终无法根治问题。 今年

4

月， 社区将

化粪池改造确定为一件“ 微小事”， 彻底解决了问题。

这得益于“ 党建

+

网格

+

微小事” 工作机制。 南门路社

区党委副书记甘咏虹说： “ 过去没有集体经济收入， 社区办

事心有余而力不足。 现在有了这个机制， 社区有钱办事了，

也有权办事了。”

据了解， 上饶市在市、 区两级年度预算中安排了“ 微小

事” 专项资金， 同时以区为单位， 建立“ 微小事蓄水池”，

通过党建引领， 鼓励辖区单位、 社会组织筹资参与， 形成多

方共治。

“ 机制搭好更要用好， 关键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把‘ 微

小事’ 办到群众心坎上。” 上饶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任海斌

介绍， 上饶市科学调整全市“ 一城五区” 现有

801

个网格，

优化新增

227

个网格， 并在此基础上， 组建

348

个网格党支

部、

680

个网格党小组， 把党组织“ 神经末梢” 延伸到群众

家门口。 广大社区党员干部、 网格员深入开展群众“ 微小

事” 调研工作， 切实把民情摸上来、 把实事办好。

在上饶市广信区罗桥街道斯达社区玫瑰公馆小区， 以前

有人乱拉绳子晒衣服， 还有人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 “ 经

过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我们把‘ 微小事’ 确定为安装晾衣架

和停车棚两项。” 斯达社区党委书记王宏平说， 很快， 公共

晾晒区域划出来了， 共享晒衣架安装好了， 停车棚也建起来

了， 小区环境显著改善。

截至目前， 上饶市“ 一城五区” 累计确定“ 微小事” 事

项

3000

余件， 投入资金

2036

万元， 已办结

2200

余件， 群

众获得感不断提升。

（原载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 《人民日报》）

“ 我们经过接续奋斗，

实现了小康这个中华民族

的千年梦想，打赢了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

战……这就是我们伟大的

中国共产党！ 是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党！ 让我们更加坚定地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1

月

16

日，广信区茶

亭镇墩头村支部书记、村

级宣讲队队长夏彐锋在墩

头村农家庭院为群众满怀

激情地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 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热

烈的掌声。

当天晚上， 茶亭镇在

全镇

14

个村（ 社区）同步

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 七

点行动”专题宣讲，镇班子

成员分别带队到包干村

（ 社区）， 全面系统地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用老百

姓喜欢听的“ 大白话”，与

党员群众开展面对面、互

动式宣讲， 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 现在的墩头村，干净

整洁、交通便利，人人安居

乐业。 听了宣讲，我更明白

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也

更加坚定了感党恩、 听党

话、跟党走的决心。 ”该村

老党员、 退伍军人夏礼良

激动地说。

吴晶是镇人大代表 ，

也是墩头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员和村里的宣讲队成

员。 她说：“ 虽然我已经原

原本本将党的二十大报告

读了好几遍， 听了今天的

宣讲后依然心潮澎湃。 作

为一名镇人大代表， 我将

结合文明实践员本职工

作，始终保持初心、加强学

习， 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

的本领。 作为一名宣讲队

成员，我将深入村组、田间

地头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 飞入寻常百姓家’。 ”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的现代化……这为我们今

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振

了信心。下一步，墩头村‘ 两

委’将充分依托城区近郊、

临近经开区的地理优势，依

托辖区中国供销农产品交

易城的产业优势，深入践行

‘ 两山’理念，找准发展路

径，增强村集体‘ 造血’能

力，带动群众共同富裕。”夏

彐锋坚定地说。

（ 黄宗振 占莉）

奔赴美丽乡野感受诗情画意， 走进秀美新村体验乡村生

活，在广袤的田野品味丰收采摘的喜悦……如今，乡村成了越

来越多游客的“ 诗和远方”。

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旅游资源以及独特的

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推动农旅深度融

合，涌现出一批如云谷田园、望仙谷、婺源篁岭等农旅融合发

展的典型。

以农助旅，以旅兴农。 农旅深度融合，正成为我市乡村振

兴的一把“ 金钥匙”。

融景入村，有山有水有乡愁

沿着潺潺溪水，走进鄱阳金盘岭镇老汪村，这里有小桥、

流水、人家、古树、凉亭、水田……承载了宁静祥和的小村生

活，宛若一幅水墨丹青。

“ 村庄这几年变化很大，真的是旧貌换新颜了！”村民岑新

年兴致勃勃地说道。 如今的老汪村， 已经是舒适洁净的大美

“ 新”村。

连日来，在横峰青板乡，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

每天都有上百名施工人员与村民参与到农业产业、 红色旅游

配套设施、村庄环境整治建设中。

“ 今年以来，我们乡实施红色农旅示范带建设项目，将红

色文化与青山绿水、浓郁乡愁相融合，让红色旅游与现代农业

齐头并进。 ”横峰县青板乡干部柯诗木介绍说。

良好的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我市

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扎实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横峰县入选全国首批“ 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县”，婺源县被评为“ 全国村庄清洁行动

先进县”。同时，同步推进美丽宜居乡镇、村庄、庭院试点建设，

目前已创建美丽宜居乡镇

43

个、美丽宜居村庄

486

个、美丽

宜居庭院

61372

个，培育

3A

以上乡村旅游点

295

个。

通过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一个个美丽乡村实现蝶变。融景

入村，村民的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农旅相遇，村民共享发展机遇

婺源篁岭白墙黛瓦之间，盛满各色食物的晒匾悬挂屋外，

红色的辣椒、黄色的玉米、橙色的柿子，在阳光下拼成一幅色

彩斑斓的画。 在这里，传统的晒秋农俗成为风景，引来游客络

绎不绝。

有

500

多年建村史的篁岭，曾陷入缺水缺电、经济凋敝、居

民搬离、房屋失修、梯田荒废的窘境。

2009

年，旅游与农业在篁

岭相遇。 通过搬迁安置在住居民、 山上旧宅置换山下新宅的模

式，对村落建筑及风貌体系进行合理规划和保护性开发，开创了

独树一帜的“ 篁岭模式”。 农田成了农业景观，村民成了“ 造景

者”。

200

余名村民在景区里找到了新职业。 周边晓容、前段、栗

木坑等村庄也发展起了农家乐，户均增收

5

万元以上。

同样， 坐落在平均海拔

1000

米处的玉山县怀玉乡玉峰

村，曾因山高路陡，山外的游客进不来，村里的农产品出不去。

随着通往村里盘山公路的开通，玉峰村成了“ 天路”上的小康

村。开了两家民宿的村民罗满堂一年下来，通过接待全国各地

游客，毛收入就有

50

多万元。在罗满堂的眼里，怀玉山宽阔的

盘山公路就是村民们走向幸福生活的致富路。

农旅的这场相遇， 既让农民增收， 又让乡村美丽富足。

2009

年，我市出台了《 关于发展乡村旅游、促进农民增收的若

干意见》 ，掀起了全市乡村旅游发展的第一轮热潮。

2019

年，

再次出台了《 关于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若干意见》 ，推出依托

景区、乡村度假、产业带动、文化村落、民俗风情、滨湖渔家乐、

红色经典、城郊休闲、农业观光、生态村寨等十大类型乡村旅

游发展模式。 截至

9

月底， 全市接待乡村旅游游客达

5268.6

万人次，占全市接待游客总数的

45%

，乡村旅游综合收入

471

亿元，占全市旅游综合收入的

40%

，带动

20

余万农民直接或

间接就业。

深度携手，产业升级描绘新蓝图

初冬时节，在广信区望仙谷景区里，依然生机盎然。 黄墙

黛瓦映着山中的绿，小桥、流水、人家，一派诗情画意。

景区所在的望仙乡曾因交通不便，逐渐空心化。作为广信

区“ 十三五”期间的重点文旅项目，景区从规划之初，就以“ 拯

救落寞村落，助力乡村振兴”为目标，结合地域特色进行了整

体规划和设计。

景区内建立了农业和非遗工坊

40

余间， 打造了手工红

糖、酱醋、年糕、豆腐、白茶等具有赣家风味餐饮体系，邀请当

地具有制作手艺的百姓进入景区工作，（下转第二版）

江西上饶：党建引领聚合力 社区治理添活力

人民日报记者 赵 成

“农旅融合”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聚焦我市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龚俊慧 见习记者 戚虹鸿

宣讲接地气 发展增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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