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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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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

理论创造的历史。

本报讯 （江西日报记者 刘勇 记者 张怡） 5月 19
日，2021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

省委书记刘奇出席会议并为2022年全省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承办地吉安市授旗，省长易炼红、文化和旅游
部有关负责同志讲话，省领导施小琳、马志武、吴浩、
刘晓庄出席。

会议表彰了 2020 年度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单
位。市委书记刘锋和上饶市、宜春市靖安县、龙虎山旅
游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了交
流发言。吉安市主要负责同志作了表态发言。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胡雪梅代表我市领取“2020年度全省旅游产
业发展先进设区市”奖牌。市领导王前虎、张春萍等参
加会议。

易炼红指出，2020年，在极为严峻的挑战面前，各
地各部门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
政府工作要求，助企纾困有“温度”、激活市场有“力
度”、项目建设有“热度”、综合改革有“深度”、品牌
创建有“高度”，锐意创新、主动突围，推动全省旅游
产业从按下“暂停键”到有序复工再到全面复业，取得
了可圈可点的成绩。

易炼红指出，开好局、起好步，旅游业要好字当
头；作示范、勇争先，旅游业要一马当先。我们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常
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全面复苏、
做优做强，为确保全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

更有力支撑。
易炼红强调，要明确新发展阶段旅游产业发展的基

本指向，切实把改善人民生活品质作为总落脚，把建设
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重要基地作为总目标，把推进旅游
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作为总抓手，奋力把我省打造成
为红色旅游首选地、最美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体验地和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要把握新发展理
念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时代要求，坚持创新引领，注重统
筹协调，提升绿色含量，深化开放合作，推进惠民富
民，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贯穿于旅游产业发展和旅游强省
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持续推动我省旅游产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要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赋予旅游产业的战
略任务，念好“全、特、优”这篇“三字经”，精准有
效开拓国内市场，大力推进“旅游+”“+旅游”，争做提
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模范生”、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的“主攻手”、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行
者”。

易炼红强调，旅游产业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领导，切实
担负起发展旅游产业的主体责任。要坚持系统观念，强
化组织领导、规划引导、政策制导、工作督导，着力形
成上下同欲、各方联动的良好局面，凝聚推进旅游产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强大合力。

会前，与会者考察了陶阳里御窑历史街区、航空小
镇、智慧旅游体验馆、高岭·中国村、皇窑、三宝国际
瓷谷、陶溪川文创街区等重点旅游项目，充分感受了我
市旅游产业发展的良好态势，交流了经验，形成了共
识。

江西日报景德镇讯（记者 刘勇）5月19日，
省委书记刘奇在景德镇调研。他强调，我们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文化之根、筑创新之
魂、扬特色之优，锐意进取、真抓实干，高质量建
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奋力
续写千年瓷都新的时代辉煌。

掩映在青山绿水间，三宝国际瓷谷洛客设
计谷清新灵动。以创新设计+智能科技“双轮驱
动”，洛客重新定义陶瓷产品创新。走进展厅，
一件件新颖的设计让人耳目一新，刘奇仔细看
展品创新、问设计理念。他指出，陶瓷文化底蕴
深厚，要以融合的理念，以陶瓷为载体，强化陶
瓷文化与江西丰富绚烂的红色、绿色、古色文化
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展厅一角，洛客以陶瓷+
智能制造理念，打造出陶瓷3D打印机、微波烘干
机、迷你烧成炉等智能装备。刘奇详细了解这
些装备的性能，他说，我们一方面要弘扬传统制
瓷工艺，彰显景德镇手工瓷的优势和特色，另一
方面要强化科技赋能，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
断提升陶瓷产业现代化水平。

江西日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压电陶
瓷基础材料及元件的领军企业，刘奇来到生产
线，察看生产工艺，询问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情
况。企业负责人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建设给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
境，他们有信心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刘奇给
予肯定，鼓励企业抓住国家战略实施的历史机
遇，乘势而上、力争上游。他强调，陶瓷新材料
产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要充分发挥景德镇陶
瓷文化底蕴深厚、产业基础良好的优势，强化创新
引领，大力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完善标准体系，不
断把陶瓷新材料作为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空山新雨后，瑶里古镇宛若一幅水墨画。
走过石板路、穿过古廊桥，刘奇与游客、居民互
动交流。他说，瑶里是本地人的，也是游人的，
瑶里如画的美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呵护。
来到一家家民宿，刘奇察看环境卫生，询问生意
怎么样。他叮嘱说，瑶里旅游起步较早，要走好
转型升级之路，加强专业化建设，统一标准、提
升水平，让游客更加舒心安心放心。瑶里消防
站，工作人员正紧盯监控大屏，不放过任何蛛丝
马迹。刘奇向大家致意，询问训练、值班备勤情
况。他说，古镇是重要历史遗存、人文财富，容
不得半点闪失，要强化担当、压实责任，切实守
护好。调研中，刘奇强调，景德镇要以此次成功
举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新的起点，主动
适应旅游消费升级新需求，打造陶瓷文化旅游
核心产品，发挥红色、绿色、古色文化的特色优
势，切实把景德镇建设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

刘奇还来到航空工业直升机设计研究所调
研。他指出，景德镇要抓住通用航空产业发展
的历史机遇，强化科技创新、发挥优势特色、形
成产业集聚，加快打造国际水准、国内一流的航
空小镇，持续擦亮“中国直升机摇篮”这块金字
招牌。

5月的瓷都，如花如歌、如诗如画，陶醉了八
方来客。

来自河北的王馨姑娘很喜爱旅游，第一次来
到景德镇便玩了十多天，她说：“这座城市处处是
景，魅力无穷，每天可以在游玩中饱览美景、在交
流中学习文化，让我找到了心中的‘诗和远方’。”

近年来，景德镇市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围绕
建设文化和旅游强市，打造“世界著名陶瓷文化
旅游目的地”目标，走出了一条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之路。

强内涵，项目化推进全域旅游
景德镇是一座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的城

市，1700多年的制瓷历史为其留下了深厚的陶瓷
文化底蕴和不计其数的遗迹、遗存。同时，茶文
化、古戏台文化、红色文化、绿色文化源远流长、
交相辉映。

正是基于这样的资源禀赋，景德镇始终按照
“景在城中，城在景中”的思路，以项目带动串点
成线、连线成片，扎实推进全域旅游。

该市通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和开展生态修复、功能修补，不断做美城市环境，
让整座城市变得秩序井然、美景如画。同时，围
绕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坚持科学
规划，项目引领，全力打造以御窑厂为核心的陶

阳里历史街区、以陶溪川为主体的文创街区、以
三宝国际瓷谷为依托的陶源谷艺术景区，以及陶
大小镇科教区、陶科园产业区等五大片区十余个
集中呈现文化魅力的景区、景点。据统计，2019
年以来，共谋划15个板块58个重点文旅项目，总
投资约300亿元。

不断加大文物保护和非遗传承力度，发掘和
利用更多文旅资源。该市组建御窑博物院、启动
大遗址保护、实施陶阳里御窑历史街区保护更
新、推进御窑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等系列行
动，让尘封的文物揭开神秘面纱；

（下转4版）

本报讯（记者 张怡）5月17日至19日，2021年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召开。会议对
2020年以来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工作中作出突
出贡献的单位代表进行了表彰，我市获评2020年
度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设区市。

据悉，在入选2020年度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
进单位表扬名单的33家单位中，九江市、赣州市、
宜春市、景德镇市、鹰潭市获评2020年度全省旅游

产业发展先进设区市；婺源县、渝水区、南昌县、武
宁县、石城县、靖安县、浮梁县、井冈山市、湘东区、
余江区获评2020年度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县
（市、区）；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上饶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萍乡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旅游局获评2020年度全省旅游管理先进单位。

此外，九江庐山景区、萍乡武功山景区、上饶
三清山景区、抚州大觉山景区；江西省旅游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龙
虎山旅游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环境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景德镇市紫晶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力高实业（江西）有限公司南昌力高皇冠假日
酒店获评2020年度全省优秀旅游景区、2020年度
全省优秀旅游企业。2020年度5A国家级旅游景
区庐山西海景区和2020年度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石城县、靖安县、武宁县、昌江区获通报表扬。

5月17日至19日，2021年江西省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在景德镇市召开。本次大会全面展示了景
德镇旅游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特色，让与会嘉宾
充分感受到古老瓷都的新活力、新气象，感受不
一样的“美景、厚德、镇生活”，不少与会嘉宾
对景德镇承办本次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以及景德
镇旅游竖起大拇指点赞。

江西省旅游规划研究院院长唐卫东表示，这
次在著名的瓷都参加江西省旅发大会，对所有参
嘉宾来说感触都非常深。景德镇作为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经过一段时间的打造有了明
显的进步，城市旅游的特征非常清晰，陶瓷文化
浸润到了每一个街区、每一个群体，让来到景德

镇的人能感受到景德镇厚重的底蕴。这次深切体
会到了旅游的新业态、新趋势、新产品给，我们
带来的新感受，让我们在这样一种互动、体验、
沉浸式的旅游当中获得愉悦，这是未来旅游一个
新的产业形态，是未来城市旅游一个很好的展
现。

“在我看来景德镇的潜力非常大，这里的基
础设施很新很现代，这里的文化非常包容，人也
特别的热情，青山绿水，以前只能在书本和电视
上看，这次能够亲身体验，我感到很开心。现在
的景德镇与时俱进，大力发展文旅，特别是景德
镇的智慧旅游让我十分震撼，很多数据都能够及
时体现出来，为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北京凯

撒旅游集团入境部经理杨金辉表示，景德镇是一
个非常值得来旅游的地方，这里景色确实不一
样，能够让人的心灵得到净化。

第三次来到景德镇的北京鼎新思路文旅产业
集群总裁张琳梓表示，这次来感受到景德镇把好
的地方放大化了，从接待人员贴心的服务到市容
市貌的改善，还有文化底蕴的发掘提升都感受到
了明显的变化。她希望来参加此次大会的各方能
全面地了解江西、全面地了解景德镇之后，整合
现有的资源，把更大规模的游客带到江西，带到
景德镇来，让景德镇“国际范儿”越来越足，在
世界的舞台上绽放。

（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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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 抱“ 诗 和 远 方 ”
——看景德镇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

□ 江西日报记者 邱西颖

33家单位入选2020年度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单位表扬名单

我市获评2020年度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设区市

新成就 新特色 新活力 新气象
全省旅发大会嘉宾点赞瓷都旅游

□ 本报记者 童霞燕

2021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
刘奇为下一届举办地授旗 易炼红讲话

施小琳马志武吴浩刘晓庄出席
刘锋作交流发言 胡雪梅代表我市领取奖牌 王前虎张春萍参加

2021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市举行。 （记者 刘定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