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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xi news

9 月 22 日， 记者
从“江西这十年”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年来，我省
文化和旅游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数量位居
全国第一， 主城区和中心镇 15 分钟
的“公共文化服务圈” 初步建成，5A
景区由 3 家增至 14 家，4A 景区由 33
家增至 212 家。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许惠臣 文 喻云亮 图

文旅工作彰显
“新担当”
连续 9 年举办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2012 年国家实施赣南苏区振兴发展
战略，我省积极响应，大力推进赣南等原
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 十年
来，累计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10.5 亿元，支
持 8 个设区市 54 个县 750 个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项目，成为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样板工程；2019 年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成为国家设立的第一
个文化旅游类试验区，获评“中国文旅融
合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和“最美中国文
化旅游城市”；加快推进长征、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江西段）36 个国家级、省级
重点项目加快实施，长江国家文化
公园（江西段）建设规划正加快编
制。 从 2014 年起，我省连续 9 年
举办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一
城接着一城办，一年接着一年
办，办一会兴一地，成为促进
江西旅游资源转化、 发展
转型、 动能转换的重要平
台。“全国采茶戏汇演”
“全国高腔优秀剧目展
演” 活动落户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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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文化馆、图书馆
覆盖率达100%
十年来，主城区 15 分钟“
公共文化服务圈”初步建成
成功举办三届“江西艺术节”，打造了我省
集中展示文艺创作成果和提升艺术创作
生产整体水平的重要平台。

艺术创作勇攀“
新高峰”
一大批精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十年来，我省不断健全完善艺术创作
机制体制，创作了一批有筋骨、有温度的
精品力作：歌剧《回家》、赣南采茶歌舞剧
《永远的歌谣》分别获第十三届、第十四届
“五个一”工程奖；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
参军》、话剧《生如夏花》分别获得文华优
秀剧目奖、 文化剧目奖，《一个人的长征》
主演杨俊荣获第十七届文华表演奖；话剧
《遥远的乡土》、赣剧《邯郸记》等入选国家
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一个人的长征》《八
子参军》等作品入选庆祝建党 100 周年艺
术精品创作重点扶持名单，其中，《八子参
军》于 2021 年通过海外线上平台播出，成
为我省首部走出国门的红色题材大剧。 同
时，积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旅游
演艺精品不断，推出《梦里老家》《寻梦龙
虎山》《寻梦滕王阁》《尚镇 CHINA》 等一
批深受游客喜爱的大型实景演出。

遗产保护焕发“
新活力”
我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增至 160 处
我省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文
物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在全国率先实施赣
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程，
率先探索研究红色标语普查保护利用；实
施南昌西汉海昏侯墓、鹰潭大上清宫遗址
等一批重大考古发掘项目，推进御窑厂遗
址、吉州窑遗址、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等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率先启动
省级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建设，将文物安全
纳入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和文明城市负面
清单。 十年来，我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由 52 处增加到 160 处, 博物馆由 98
家增加到 195 家，其中，等级博物馆有 61
家，全国排名第六；累计获得全国十大博
物馆陈展精品奖 10 个。十年来，全省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从 46 项增至 88 项，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从 35 人增至 69
人；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3
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公共文化服务实现“新升级”
初步建成主城区15分钟
“公共文化服务圈”
十年来，中央专项资金从 2012 年的
9.8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7.6 亿元，省
级专项资金从 2012 年的 5.09 亿元增长
至 2021 年的 8.1 亿元， 为文化和旅游工
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投入 30
亿元建成规模居全国前列的省图书馆、省
博物馆、省科技馆新馆，“三馆合一”的江
西省文化中心，建设总规模 24.75 万平方
米，成为江西文化的新地标，老百姓心中
的“城市会客厅”。 截至 2021 年底，全省
公共美术馆 46 个、 公共图书馆 113 个、
文化馆 113 个、文化站 1566 个、村级综
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0686 个， 全省文化
馆、公共图书馆覆盖率达 100%，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实现全覆盖。 全面实施县
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主城区和中
心镇 15 分钟、一般村镇 20 分钟的“公共
文化服务圈”初步建成。 各类群众性文化
活动百花齐放， 各级文化场馆主题展览
亮点纷呈，全省各级文化馆（站）、文艺院
团组织送戏下乡、 进社区等群众性文艺
活动，从 2012 年的 1.5 万场增加至 2021
年的 6.9 万场， 活动参与人数从 2012 年
的 736.6 万人次增至 3082 万
人次。

文旅产业取得“新效能”
5A景区增至14家，
数量并列全国第6
十年来，全省旅游接待总人数由 2 亿
人 次 增 至 7.5 亿 人 次 ， 旅 游 总 收 入 由
1400 亿元增至 6770 亿元，文化产业收入
由 1460.25 亿元增至 2967.92 亿元。 十年
来，我省 5A 景区由 3 家增至 14 家，数量
并列全国第 6；4A 景区由 33 家增至 212
家，处全国第一梯队。 十年来，我省成功创
建 7 家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数量并列全
国第 2；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2 家，数量并
列全国第 5；5 条红色旅游线路入选“建党
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10 条乡村
旅游学习体验线路获文化和旅游部、国家
发改委联合推荐；11 个街区获评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5 个城市成
功创建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
为了充分激活“县域活力”，在全国率先开
展“百县百日”“百城百夜”文旅消费季活
动， 累计发动近 8 万家文旅企业参与，开
展 2 万余场活动， 有力提振了企业信心，
推动了文旅市场加快复苏。 十年来，我省
持续实施旅游品牌提升计划，“江西风景
独好”“
全国学子嘉游赣”“庐山天下悠、三
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等旅游品牌深入
人心；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旅游推介
会、赣湘红色旅游推介会、“红土情深˙嘉
游赣”系列省外宣传推介会、“百万学子研
学游”等系列活动，声势浩大，不断增强江
西文化旅游传播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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