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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第十六届中
国（东莞）国际纺织制衣工业技术展」及

「第十六届中国（东莞）国际鞋机鞋材工
业技术展」，将于3月26至29日在东莞厚
街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行。该展会
将展出世界各地的先进技术及生产设
备，来自中国、日本、印度、德国、韩国、意
大利、美国及瑞士等国家及香港、台湾等
地区的350多家展商参展。展品涵盖缝
制重机、银箭、宝石、士多宝、金轮、东莞

祥兴、中捷、羽岛、川田；编织的广野精
机、Jakob Mueller；绣花及激光的田岛、
大族激光、金傲宇、展艺、禾丰、上海和
鹰、拓卡奔马等。还有整烫设备、辅料专
区如面料/辅料等国际知名品牌机械设
备及产品。鞋机鞋材展商包括易高机械
有限公司、日东机械（香港）有限公司、名
菱、陆鑫鞋机、金悦来等，展出鞋底鞋机、
整条生产线、鞋面制作、袋类机械、箱包机
械、皮革加工机械、皮革及人造皮等展品。

全球纺织制衣及鞋机鞋材业技术展将揭幕

本报讯 （记者刘芝毅）3 月 10 日，省消协公
布了2014年消费维权10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
希望消费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拿起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电动车频熄火
案情：2014 年 3 月 13 日，消费者刘先生在萍

乡市湘东区砚田某电动车店购买了一辆四轮电
动车，当天电机出故障又多次熄火，与经销商协
商退货无果。

调解结果：退回刘先生全部购车款2万元。

“三无”烟花伤人
案情：2014 年 10 月 2 日，萍乡市湘东区新湄

村村民从湖南醴陵购买数箱礼花弹，点燃瞬间炸
伤左手掌，其妻多次要求经销商赔偿未果。

调解结果：经销商一次性赔偿消费者 9 万
元。

会所关门停业
案情：2014 年 9 月 12 日，萍乡市某会所突然

关门停业，20多名消费者到该市经开区消协寻求
帮助。

调解结果：会所退还 20 多名会员办卡费 12

万余元。

销售汽车有瑕疵
案情：2014 年 5 月 25 日，消费者曾某在吉安

县汽车城购买某品牌小轿车一辆，发现汽车颠簸
幅度过大，后备箱盖有裂痕，发动机支架生锈。

调解结果：经销商退还消费者购车款6.16万
元。

农户建房用商砼
案情：2014 年 5 月 30 日，万年县齐埠乡松竹

村农户吕某花费1.7万元购买混凝土建房一直没
干，混凝土公司表示如检测到是水泥质量问题，
会承担责任。后经权威部门检测，6 项指标有 3
项不合格，该公司却拒绝承担责任。

调解结果：混凝土公司一次性赔偿消费者经
济损失8.6万元。

酒店喝酒中毒
案情：2014年9月12日，7名消费者在鄱阳县

某饭店用餐后不适，经诊断为酒精中毒，饭店拒
绝赔偿花费的7001元。

调解结果：饭店一次性赔偿消费者2.5万元。

电线着火烧伤手

案情：2013年12月，万年县青云镇消费者何
女士在一个体商店，购买了一根 A12 电热管，电
线着火烧伤手，因厂家不愿赔偿治疗费 1.1 万余
元，便找到万年县消协解决。

调解结果：厂家一次性给付赔偿金1.7万元。

电热水袋爆炸
案情：2014年1月8日，消费者舒女士在南城

县某超市购买 3 只浙江慈溪某公司生产的电热
水袋，使用时突然发生爆炸，其右腿被炸伤并烫
伤30%，住院一个多月。

调解结果：消费者获赔3.238万元。

空调发错货
案情：2014年9月1日，消费者邹某在会昌县

某家电超市买了两台空调，结果发错货又以加价
方式换货。

调解结果：商家退货款9000元。

0.4元的消费欺诈
案情：2014年10月29日，消费者王先生在于

都县某超市购买两桶康师傅老坛酸菜牛肉面。
结账时，两桶方便面多收0.4元。

调解结果：商家赔偿消费者500元。

本报讯 （记者刘芝毅）3 月 10 日，记者从
2015 年“3·15”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4 年
度，全省工商系统受理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
70267 件，其中，咨询 49829 件、投诉 18934 件、
举报 1504 件。投诉调解成功 17921 件，调解成
功率为 94.6%，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128.6
万元。

从投诉热点分析，家用电器类投诉位居榜

首，2014年全省各级消协组织共受理家用电器类
投诉1849件，占投诉总量的24.2%。家用电器类
质量问题投诉位居质量类投诉第一。交通工具
类投诉增幅最大，投诉 732 件，其中，汽车投诉
438 件，占交通工具类投诉的 59.8%，主要问题
有，强迫消费者在4S店购买保险，在期限内无法
提车等。房屋及建材投诉呈上升趋势，投诉 514
件，占投诉总量的6.73%，主要是质量、合同、售后

服务、虚假宣传等方面的问题。生活、社会服务
类投诉增多，共受理 464 件，占投诉总量的
6.07%。

省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提出多项忠告，包括
慎重选购护肤品、小心包修可能“包”上当、签订
家装合同八注意、“订金”非“定金”消费者需分
清、“纯天然”食品不等于绿色食品、手机网上购
票须防范风险等。

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7026770267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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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南讯（通讯员谌杰、钟慧燕）
阳春三月，全南县中滩景区生机勃勃，湖
面上、青山上满是各种各样的鸟，来自北
京的游客王帅忍不住将这美景拍图发到
朋友圈里：“居然有这么美的地方，真的
醉了，小伙伴们，快来全南深呼吸吧。”让
王帅感慨的是：全南有 82.5%的森林覆
盖率和88.88的生态指数。

为了保护好蓝天碧水，全南明确提
出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思路，实行严格的
生态保护制度，在母亲河桃江上游建立
了总面积 1.5 万公顷的桃江源省级自然
保护区，同时，实施退耕还林与天然林保
护工程，建起了长达百公里的桃江绿色
生态长廊。投资 2 亿多元为农村改厕、
改厨，兴建沼气池，并引导农民发展绿色
生态农业，减少对土壤的污染。

在生态立县的“指挥棒”下，全南坚
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探索建立

了“绿色 GDP”考核体系，把全县 60%以
上的林地纳入限伐、全封等保护范围，同
时严格项目环保前置审批，加大落后产
能淘汰力度，先后否决了20多个污染严
重的招商项目。把招商引资的着力点放
在那些能耗低、无污染、占地少、利税高
的资金和科技密集型企业上，成功引进
超颖科技、松岩冶金、广研光电等一大批
科技密集型企业。

立足全省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县和生
态工业园建设，全南把新能源、资源节约
和循环经济技术研究列为《全南县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重点，财政每年安
排专项资金引导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
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对重点用
能企业进行跟踪指导和管理，做到“增产
不增能、扩建不扩能、增能靠节能”。目
前，循环经济的发展，每年可为该县提供
上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

全力呵护绿色生态生命线

全南经济发展环境优美

本报讯 （记者宋海峰）记者 3 月 10
日从省农业厅获悉，我省种业质量安
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动植物保护安全、
渔政执法安全等农业“四大安全”持续
向“好”。去年，全省未发生一起重大农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没发生一起因农产
品质量安全引起的突发事件；全省种子
质量安全水平保持稳定，未发生大型种
子坑农害农事件；全省农作物病虫害防
控形势平稳，柑橘黄龙病防控模式得到
农业部肯定；全省渔政举报、纠纷、案件
数量均明显下降，没有发生涉渔重大群
体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

农业“四大安全”事关农业改革发
展稳定大局。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

“安全稳定重于天”的“红线”意识，坚持
一手抓改革促发展，一手抓安全保稳
定。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去年首次将农产品质量
安全纳入市县政府科学发展综合考核，

省政府首次向设区市政府和省直管试
点县（市）下达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书》。各地落实责任、强化保障，在机
构、编制、职能、经费、人才等方面给予
重点支持和倾斜。去年，我省累计投入

“四 大 安 全 ”资 金 达 1.77 亿 元 、增 长
12.7%。为确保用种安全，我省从财政拿
出 1000 万元用于水稻新品种展示工
作。省种子管理部门建立了品种风险
评估机制，调查品种的适应性和抗逆
性。同时启动品种退出机制，全省已退
出主要农作物审定品种 460 个，为优新
主推品种的推广扩大空间。鄱阳湖渔
政体制改革后，省渔政管理部门落实渔
政管理责任主体，强化重点水域、重点
时期、重点对象的执法检查，抓好系统
统一执法、部门联合执法、县际协同执
法、县级属地执法4项渔政执法，有效维
护了渔业生产秩序，保护了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确保了渔业生产安全。

我省农业“四大安全”持续向好

新余高新区表彰外来务工人员
本报新余讯 （通讯员付新）3月 7日，新余市高

新区举行表彰大会上，20名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收到
了红彤彤的荣誉证书和奖金。对优秀外来务工人
员进行大张旗鼓的表彰奖励，这在新余市尚属首
次，体现了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的认可和尊重。

新余是人口资源小市，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入
驻，企业用工紧张的问题不断凸显。为吸引更多的
外来人员在园区企业就业，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有
发展，高新区出台了一系列优待外来务工人员政策
举措，建立“外来务工人员之家”，每年评选一定数量
的优秀外来务工人员；每年报销一次探亲往返车票，
子女可以在区内学校就近入学，除享受“两免一补”
外，还减免作业本费、教辅资料费、保险费和校服费，
在校午餐免费；夫妻双方均在区内就业的，提供廉租
住房等。这些措施，为园区外来务工人员营造了一
个温馨的“家”，吸引了众多外来人口在这里就业、扎
根。据统计，园区内现有外来务工人员3800余人。

芦溪帮助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芦溪讯 （通讯员罗总斌、谢友云）芦溪县

新泉乡的张育启夫妇一直在外务工，今年由于上小
学的孩子需要照顾，他们参加了该县举行的2015年
度“春风行动”春季现场招聘会，夫妻俩都如愿在县
城找到了称心的工作，能兼顾家中老小的生活起
居，这让他们很满足。

据悉，该县春节前就深入辖区内企业了解用工需
求，统一制作了招聘信息广告宣传牌。同时，通过电视
广告、悬挂横幅、宣传车巡回宣传、散发传单等多种形
式提前做好招聘大会宣传工作。招聘会为企业与求职
者提供了无缝对接的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也为用工企业新年生产
提供人员保障。据统计，这次招聘会共有65家用人单
位进行现场招聘，提供岗位2869个，吸引了6000余人
次进场求职或咨询，现场达成就业意向1300余人。

石城构建农村“半小时就业圈”
本报石城讯 （通讯员邱有平）“骑电动车不到

20 分钟就到了上班的企业，离家近，可以照顾老人
小孩。”近日，谈到刚找到的新工作，石城县琴江镇古
樟村农民曾六秀满心欢喜。为解决农民工就近就业
问题，该县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以社区为中
心精心打造“半小时就业圈”。

该县不断拓宽发展平台，以206国道为交通轴线，
投资建设以古樟工业园为核心、小松创业园和屏山创业
园为两翼的工业平台，引进加工企业，不断增加就业岗
位。同时引导这些加工企业将生产加工点设置在农村
社区或农村商贸中心，以加工点辐射带动周边半小时行
程农民家门口就业。该县还鼓励有经济基础、懂经营的
经纪人在中心村或小区开设电子、服饰、鞋业等小型加
工坊，为附近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目前石城农村开设各
种小型加工点1000多个，带动近万名农民就近就业。

3月10日，在万载县工业园区一电子企业内，工
人在加工电子元器件。由于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万
载县近年来电子、灯饰、机械加工等产业迅速发展，
每年新增6000个就业岗位，吸引了大批外出务工人
员留在家乡就业。 特约通讯员 邓龙华摄

本报讯（记者刘佳惠子 通讯员饶金华）记者3月
10日从有关部门获悉，今年江西“走出去”目标确定，突
出抓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开拓和业务对接，大力
实施对外投资提速工程等4大工程，确保全年全省对外
承包工程营业额和对外直接投资额均增长15%。

我省“走出去”将精耕三大领域，即对外承包工
程、加快农业“走出去”和加快转移过剩产能。着力
推进对外投资提速、对外承包工程升级、对外劳务合
作转型和对外援助增效等“四大工程”。鼓励和支持
企业以直接投资、并购投资、股权投资等多种方式，
重点开展境外农业开发、境外矿产资源开发、过剩产
能产业转移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等对外投资业
务，推动对外投资加快发展；大力开拓“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市场，积极争取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
丝路基金等我国政府主导成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支

持，参与实施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大项目，推动
我省对外承包工程发展升级；积极开拓以现代服务
业为重点的海外就业高端市场，推动全省外派劳务
向高端化、专业化发展。为此，我省将实施“十百千
万亿”行动计划，即举办 10 场次业务对接促进活动，
组织100家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培训1000人次外经业
务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储备1万名外派劳务资源和
境外万顷农业开发用地，建设一批超1亿美元的对外
投资合作重大项目。

去年，“走出去”队伍进一步壮大，全省对外投资
合作企业突破500家。为确保企业“走出去”走得好、
走得稳，省商务厅将协调海关、商检、税务、外事等部
门，出台推动企业“走出去”便利化措施，同时，进一
步建立和完善“走出去”重大项目和重点企业的跟踪
服务机制。

江西今年“走出去”目标敲定
对外直接投资额增长15%

本报弋阳讯 （通讯员揭剑华）投资
2.12亿元的江西华尔圣实业公司建成试
生产，投资 10.5 亿元的晶科能源光伏发
电项目正在建设……这是笔者从日前弋
阳县开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巡查中看到
的成绩，也是该县开放型经济发展提速
增效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县围绕“一城三区、三区
联动”发展思路，坚持“构筑大平台、引进
大项目、集聚大产业”战略，强化平台支
撑，创新招商方式，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去年引进省外5000万元以上项目18个，
实际进资29.6亿元，增长27.86%；实际利
用外资4561万美元，增长10.41%；外贸出

口1.05亿美元，增长10.2%。
该县切实增强招商实效，以大招商

拉动项目建设，出台了开放型经济发展
实施意见和招商引资考核奖励办法，建
立了项目服务推进机制。一年来，引进
亿元以上项目 12个，其中引进投资 10.5
亿元的晶科能源光伏发电项目，填补该
县新能源产业空白。

该县不断强化园区平台吸引力和承载
力，努力打造省级生态工业园区。同时，做
好企业跟踪服务，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行政
审批事项由360项精简到86项，出台了行
政事业单位涉企收费“一单清”，32项收费
项目减至19项，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弋阳促开放型经济提速增效

3月10日，铜鼓县科技局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向市民介绍新能源汽车的类
型结构、补贴标准等知识。当日，铜鼓县首批新能源汽车投入使用。

通讯员 刘 凯摄

本报东乡讯（通讯员孙晓霞）近日，
东乡县北门社区居民揭春茂在县农贸
市场买的腐竹因为有点霉变，和卖方交
涉无果后向县长信箱投诉，没想到第二
天上午，县长就带着他的投诉件到市场

“现场办公”来了。
揭春茂和闻讯的群众纷纷赶来，当面

向县长“发难”，有投诉的、有提意见的、有
质询政府监管力度的。县长一一作答，根
据群众提出的问题，列出“问题菜单”，联
系相关部门逐一解决。群众下“督单”，政
府上“菜单”，为确保食品安全，东乡县政
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商业“打假”、惠民保
价措施，下重典整治市场秩序。

东乡大力整治食品市场秩序

本报永丰讯 (通讯员黄启明、刘慧、
陈俊刚)“感谢党和政府，感谢医护人员，
白内障困扰了我多年，如今，我终于能
看得见了。”3月2日，永丰县沙溪镇拱江
背村 78 岁的曾传登在手术后拆下纱布
时激动地说。这是该县“光明工程”惠

及白内障患者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自 2009 年“光明工程”实

施以来，该县共投入 200 余万元资金，
帮助 2216 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并
向群众发放眼睛保健知识宣传单 30 余
万份。

本报南城讯（记者陈青峰 通讯员
彭国正）南城县在鼓励引导发展果业过
程中，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生金更“生
青”的理念，不断规范果业开发秩序，实
现生态保护和经济收益的双赢。目前，
全县发展南丰蜜橘面积 22.6 万亩、麻姑
鲜枣1.8万亩、板栗1.2万亩，形成了以点
带面、全面开花、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全县果业年总产值达5.8亿多元。

为让果业产业成为富民“引擎”、生
态“屏障”，南城县按照科学发展要求，早

计划、早规划，在旴江河、黎滩河沿岸重
点选择开辟出适宜种植果树的10万亩山
地，通过租赁、转包等形式，鼓励当地果
业大户进行连片规模开发，发展蜜橘、鲜
枣、板栗等特色果树种植。同时，出台

《关于规范果业开发的实施意见》，严禁
毁林种果、点火炼山、陡坡开发、用挖土
机开垦，对源头区小流域两岸超过25度
以上的山地禁止开发果业，对水土流失
较严重区域则主要栽种竹、松、杉等，巩
固绿化成果，实现生态综合效益提升。

南城果业开发因“地”制“宜”

永丰2216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上接A1版）发挥好各类创业中心等孵化器和互联网
作用，实现全国科技资源开放共享。优化创新创业
生态环境，抓紧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

张定龙代表建议，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的原则必
须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要盘活国库存量资金，积
极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加强财政结转、结存资金管
理。

肖利平代表建议，创新创造活动要让高科技人
才和创新人才分享收益。政府基本服务应尽量采用
购买方式，打造真正服务于经济社会的政府。

李保民代表建议,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在闭会期
间的作用,改进代表视察工作的方式、方法，根据各类
代表的不同特点，安排一些领题调研。

刘捷代表建议,尽快对宪法宣誓的誓词内容和程
序进行统一规范，并在全国各级人大进行落实。

罗胜联代表建议，加强立法，将野生动物保护提
高到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高度，重点解决野生动物

保护职责归口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野生动物栖息地
保护相衔接等问题。

徐桂芬代表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财政补助
补偿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进一步加强畜禽无害化
处理工作。

余枫代表说，政府工作报告和计划、预算报告之
间的衔接性更强。建议对高科技人才实行积极的奖
励政策，允许其在国有企业持有一定股份。

吴英代表建议，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
企业融资、创新能力、减免税负等方面出台力度更大
的扶持政策，使中小企业更好成长。

黄长林代表建议，行政审批权下放时，相关前置
审批条件要同时下放。

杨慧芝代表建议，农村公路因缺乏管护而受到
不同程度损坏，要适当提高维修资金投入。

周俊军代表建议，加快户籍信息系统建设，实现
户籍数据及时共享、同步更新。

深入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凝心聚力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