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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清溪南路（龙岗路-欧潭路）项目建设需

要，需迁移蟠龙村万宝山、原二糖厂油库周边

地块内的坟墓。请各坟主在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十天内与蟠龙镇征迁工作组或蟠龙村委会

联系，办理迁坟相关事宜。逾期未办理迁坟手

续的，视为无主坟处理。

征迁组联系人：李杨林 19970770005
村委会联系人：刘明剀 13307079218
特此公告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蟠龙镇人民政府

2021年10月17日

迁 坟 公 告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
接：https://pan.baidu.com/s/1D3-zS7bvFSL3cjS2TojFAQ，提取
码：cdu4。

公众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可联系建设单位
曾工，联系电话：15870707073；环评单位“核工业二七〇研
究 所 ”晏 工 ，联 系 电 话 ：0791-85996892；邮 箱 ：
2480033458@qq.com。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是建
设项目所在地周围、关注本项目建设的公众及企事业单位。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可通过电话、书信、
电子邮件等多种方式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有关的意见和建议，联系方式同上。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个
工作日内。

中核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年10月13日

江西共伴生铀资源（独居石）综合
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广 告

杭州￥315起

济南￥340起

重庆￥610起

浦东￥160起

宁波￥240起

长沙￥280起

珠海￥305起

海口￥440起

湛江￥275起

西安￥575起

贵阳￥270起

昆明￥400起

惠在金秋 机票欢乐购

（上接1版）
赣南文化产业的版图上，升腾着

项目建设的滚滚热潮：

在中心城区打造赣南特色文化

一条街，推动江南宋城、阳明文化公

园、市综合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加快

完成建设；高质量编制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赣州段建设保护规划；于都

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改扩

建及景观环境提升、瑞金市中央红

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展示园等 6 个列

入国家规划的重点项目；于都长征

学院、瑞金干部学院扩建共 8 个项

目列入市级重点调度项目，中央苏

区历史博物馆建成开馆，中宣部命

名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纪念雕塑

在广西桂林落成，会昌风景独好

园、瑞金“红色故都”、兴国官田兵

工旅游景区等项目加快推进。

文旅融合引爆全域旅游

国庆长假刚刚结束，一则央视新

闻迅速在赣州市民朋友圈刷屏：央视

联合国家信息中心，通过分析全国 68
个城市 203个商圈近 6000万条数据，

寻找出了今年国庆假期的消费新宠。

在全国商圈热度增幅排名前 20 的城

市中，赣州以 71%的增幅位居第一。

数据显示，10月 1日至 7日，全市累计

接待游客 876.8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

增长13.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9.2亿
元，同比2019年增长19.2%。

与之相为佐证的是一则抖音视

频：国庆期间从崇义上堡梯田返程

的游客，用手机拍下等候上山的车

队长龙，一边摆手一边喊：“你们别

来了，人太多了，排队排了二十多

里了……”

赣州旅游人气爆棚的背后，是赣

州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深入推进的宏

伟图景。赣州编制《赣州市发展全域

旅游总体规划》《赣州市旅游产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赣州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

规划》，实施新时代赣南文化传承创

新工程，打造红色文化、客家文化、

阳明文化超级 IP；健全文化和旅游产

业链“链长制”工作机制，制定产业

链“四图五清单”，推动产业集聚化、

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近年来，赣州

成功举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新增 11 个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实现县县全覆盖，赣

州市、石城县分别获评 2020 年度全

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设区市和县

（市、区）。2020 年我市实现旅游总

人 数 13560.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2%，实现旅游收入 1413.9亿元，同

比增长 0.38%。

2020 年 1 月 6 日，瑞金市沙洲坝

洁源村，枪炮隆隆，硝烟弥漫，80 年

前的烽火岁月逼真重现，如在眼

前。江西省首家大型实战实景演艺

项目——“浴血瑞京”景区这一天隆

重开业。真枪实弹与现代声光电技

术融合运用，鲜活再现了革命战争

年代气壮山河的恢宏场景。

映山红层层飘落的土地，处处

镌刻着不朽的传奇。赣州以建设

红色文化传承创新区和打造全国

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充

分挖掘红色资源富矿，努力把红色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把红

色旅游作为引爆全域旅游发展的

“王牌”，着力打响“红色故都”、“红

军长征出发地”等品牌，推动赣州

红色旅游进入全国一流行列。

——编制《红色旅游区专项规

划》，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红色旅

游发展的实施意见》；

——举办红色旅游博览会暨中

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年会、长征沿线

红色旅游城市联盟第二届年会；

——联合遵义、延安发起举办

“红军长征论坛”；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2019 赣州·遵义·
延安长征文化旅游推介暨新闻发

布会……

传承是为了缅怀，发展是为了致

敬。目前，赣州市已创建红色旅游 A
级景区 9 处，其中 5A 级旅游景区 1
处、4A 级旅游景区 5 处，纳入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 2 处，打造了全国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 1条和江西省红色旅

游精品线路 3条。红色文化旅游产品

不断推出。相继开发“红军餐”“四星

望月宴”“新长征宴”等红色主题特色

菜肴，“小红军”“雩嘟嘟”等红色文创

产品。举办红色创意设计大赛，大型

3D动画连续剧《长征先锋》10月 18日
正式开播。

先辈的流血牺牲，是为了这片土

地长久的福祉。在于都县梓山镇潭

头村，红军烈士后代、曾经的贫困户

孙观发堪称一位“名人”。2019年 5月
20，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

来到孙观发家里，关切询问他的生活

生产状况。借着这股东风，潭头村组

建起旅游公司，开发了红色研学、富

硒餐饮、乡村民宿等旅游项目，带动

村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孙观发整

天乐呵呵：“我是旅游公司的股东，也

是讲解员。”

今年上半年，我市接待红色旅游

游客 2350万人次，实现红色旅游收入

22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4% 和

159%。

以红色文化为引领，赣州各种

文化品牌交相辉映、百花争放的旅

游产业格局正在形成。打响“客家

摇篮”品牌，打造“世界围屋之都”，

储备一批具有赣南特色的客家文化

形象标识项目；以中心城区为突破

口，做强宋城文化旅游核心区，打响

“江南宋城”品牌，高标准建设宋城

历史文化街区；打响崇义县为龙头

的“阳明文化”品牌，形成“阳明文

化+绿色生态”特色旅游产品……

好风凭借力。今日赣州，文化

产业风生水起、春潮涌动，一幅千帆

竞发、百舸争流的壮美画卷，正徐徐

展开。

文旅融合 乡愁可寄

转版稿件

▲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

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金秋十月，丰收的土地一片繁忙

景象。第 41个世界粮食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深入粮食主产区，与抢收粮

食的农民一起，品味丰收的喜悦和红火

的日子，感受中国粮仓的新鲜气象。

【镜头一】归仓

14 日 19 时，天已黑。在黑龙江

省巴彦县兴隆镇种粮大户孙波的玉

米地里，一台玉米收割机还在作业，

车上的照明灯点亮田野。

巴彦县是黑龙江省近期新冠肺

炎疫情的焦点地区，14 日刚刚恢复

全域低风险。“我们要把疫情耽误的

时间抢回来，昼夜抢收，人歇机不

歇。”孙波说，再过几天，5000 亩玉米

就能收完。

东北黑土地，沃野千里，适宜大

型机械收获。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嘉

兴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大豆田里，多

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抢收。一排排挂

满豆荚的大豆茎秆卷入机器，脱粒、

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每台机械每天可收割上百亩。

产量超过了往年，还要抢前抓早，才

不误收割黄金期。”这家合作社理事

长盖永峰说。

秋收的“科技范儿”十足。在北

大荒集团八五〇农场有限公司第四

管理区，一台无人收割机按照规定轨

迹作业，远处的工作人员李云祥通过

手机操控，就能完成水稻收获、稻谷

装车，智慧农业魅力显现。

“通过加装北斗卫星接收天线和

传感器等设备，实现了无人驾驶作

业，不仅提高收割精度，还减少收割

过程的粮食损失。”李云祥说。

黑龙江省是我国第一产粮大

省，今年粮食种植面积超过两亿亩，

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实现“十八

连丰”。

【画外音】 秋粮占我国全年粮食

比重的四分之三，是全年粮食生产重

中之重。目前，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六

成。近期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对“三

秋”生产进行再动员再部署，通过加快

秋收进度、落实秋播面积、提高播种质

量等，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镜头二】求质

15日，湖南省临湘市坦渡镇细雨

蒙蒙，李玉吾的 1335 亩有机稻刚收

割完，丰收的喜悦洋溢在他的脸上，

“产量不错，价格也好”。不远处的仓

库里，稻谷堆成一座小山。

回想自己走的有机种植之路，李

玉吾说：“前些年，城里很多亲戚朋友

跟我打听品质好的大米，但我种的普

通大米口感一般。”

2019年，李玉吾正式“进军”有机

稻。为了保证种植全过程实现有机，

他聘请当地一位高级农艺师当生产

技术顾问。

李玉吾的稻田里安装了 60 盏太

阳能频振式杀虫灯，用于诱杀田间害

虫。为了不用除草剂，他花了大量心

思抑制杂草：冬闲时，深水泡田；春末

夏初，在稻田内蓄水养殖小龙虾，让

小龙虾吃掉杂草、松土透气。

“家人说我照顾水稻比照顾孩子

还要精心。”李玉吾说，2020 年他参

加了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随身带的

大米获得不少客户青睐。

临湘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李伟说，李玉吾种植有机

稻适应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附近很多产粮大县的农民都来

取经。

【画外音】 今年8月，国家六部门

出台的《“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

规划》提出，到2025年，绿色、有机、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数量达到6万个，农

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达

到 98%。当前，人们更加重视如何吃

得更营养、更健康，一方方农田满足着

人们更多生活需求和期待。

【镜头三】养地

前几年，在山东省高密市大牟家

镇，农业大户王翠芬种地特别依赖化

肥，但是她慢慢发现化肥用多了，土

壤板结不透气的现象严重，粮食产量

减少。

经地方农业部门指导，王翠芬

用上发酵有机肥和掺混肥。“作物苗

齐苗壮，土壤条件也不断改善。”王

翠芬说。

为了让农作物有更好的生长环

境，王翠芬在农业用水方面也进行了

探索。当地降水少，农业用水量大，

地下水位下降，影响粮食生产。她采

购了自走卷盘式喷灌设备，节水效果

明显。

以小麦为例，用这种卷盘式喷灌

设备 1个小时可以浇 2.5亩地，只需水

30立方米。而用柴油泵“大水漫灌”，

浇1亩地要用两个小时、60立方米水。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武城镇东

小屯村为民粮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种了 1500 亩地，合作社理事长李

庆双购买了 3 台平移式自走喷灌

机。“这种设备不仅省工、高效，还能

节水 60%，实现水肥一体化。”李庆

双说。

武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董君说，

下一步将引入“智慧气象”，在全县设

置 60 个自动气象站，对风速、雨量、

温度、湿度等 10 项气象要素及土壤

墒情进行全天候监测，提升农业生产

效率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今 年 8 月 山 东 省 提 出 ，将 深

入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

到 2025 年，单位耕地面积化肥用

量、农药用量较 2020 年分别下降

6%、10% 。

【画外音】 耕地退化、地下水超

采、土壤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正加

快治理，为稳定粮食产能、促进农

民增收奠定基础。近年来，农业农

村部会同国家有关部门，围绕高标

准 农 田 建 设 的 田 、土 、水 、路 、林 、

电、技、管 8 个方面，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土壤改良、高效节水灌溉，

推动藏粮于地。

【镜头四】兴农

“真是个大丰收年！”辽宁省昌图

县是全国产粮大县，这个县种粮大户

吴艳良站在一片金色的玉米田里，高

兴地对记者说，“亩产较常年高 200
多斤，而且粮食质量好。”

丰收后的农民腰包鼓起来。吴

艳良算了一笔账，今年种了 3000 亩

地，一亩玉米能产 1800 斤，目前潮粮

价格每斤 0.9 元左右，毛收入 1600 多

元，扣除土地流转费、种子、化肥、管

理等成本 1400 元，今年一共能挣 60
多万元。

“人努力，天帮忙，好日子还在后

头呢。”吴艳良说。

“既有好年景，又有好‘钱’景。”

这是稻米之乡辽宁省盘锦市不少种

粮大户的感受。盘锦市盘山县胡家

镇刘家村种粮大户段彪流转土地种

了 800 多亩水稻，生产的蟹田大米，

附加值较高。

“养蟹收益比较可观，加上种稻收

入，每亩可净赚四五百元。”段彪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通

过土地流转，发展社会化服务，为小

农户提供代耕代种、病虫统防统治、

肥料统配统施等服务，降低种粮综合

成本，提高种粮收益。

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相关人员

介绍，今年辽宁省粮食产量有望突破

500 亿斤，预计单产每亩 950 斤左右，

比历史最高水平高出 20斤以上。

【画外音】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

入持续较快增长，农民生活水平不

断改善。农业农 村 工 作 ，说 一 千 、

道 一 万 ，增 加 农 民 收 入 是 关 键 。

让 农 民 过 上 更 好 生 活 ，还 需 不 断

完善支持政策，拓展增收渠道，让

亿 万 农 民 在 共 同 富 裕 的 道 路上大

步向前。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富饶丰盈背后的“粮”苦用心
——探访中国粮仓里绘就的别样风景

□新华社记者韩宇 管建涛 王建 杨喆

10月17日，测产组工作人员在测产现场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陈振海 摄

新华社长沙10月 17日电 （记者白田田 陈振海）1603.9
公斤！10月 17日，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由“杂交水稻

之父”袁隆平院士专家团队研发的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继去年

突破 1500公斤大关后，再次刷新纪录。

当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衡南县开展 2021 年南方

稻区双季亩产 1500 公斤攻关测产验收，测产专家组组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在现场宣读了结果。测产结果显示，晚

稻平均亩产为 936.1 公斤，加上今年早稻测产平均亩产 667.8
公斤，杂交水稻双季亩产为 1603.9公斤。

“同一生态区连续 2年双季亩产超过 1500公斤，这意味着

袁隆平院士生前提出的攻关目标实现了。”在测产现场的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栽培生理生态室主任李建武说，在前期持

续高温的极端天气下，此次高产结果来之不易，表明品种的适

应性较强，也为下一步推广打下了良好基础。

据了解，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被袁隆平院士看作是突破

亩产“天花板”的关键。2019 年起，衡南县被选定为第三代杂

交水稻核心示范区，第三代杂交水稻组合“叁优一号”在示范

基地开展高产攻关试验示范。

1603.9公斤！
袁隆平团队研发的杂交水

稻双季亩产刷新纪录

标题新闻

（据新华社电）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顺利进入天舟三号

●中国散裂中子源成港澳高校科研创新“新平台”

●北京气温跌破冰点：创1969年以来10月中旬同期

最低值

●林郑月娥：香港社会福利经常开支四年增长62%

●俄两名电影工作者与一名航天员返回地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通过改变行为促进粮食安全

●俄战机在日本海中立水域上空伴飞美轰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