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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宁县积极策应九江市“新工业十
年行动”，认真落实“重大项目落实年”部
署，扬长补短，工业发展呈现红红火火的
喜人局面。今年一季度，全县招商引资
签约项目 27个，合同金额 85.57亿元，其
中10亿元以上项目4个，有3个是工业项
目；亿元以上项目12个，其中9个是工业
项目。

招商瞄准“高精尖” 一
批好项目签约

今年，武宁县确立了瞄准品牌企业
“招名引优”，紧盯高新技术“招新引尖”
的招商工作思路，把绿色光电、绿色食
品、大健康、矿产品精深加工以及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作为快速做大做强县域经济
的主导产业，成立主导产业推进工作组，
开展有针对性的招商活动。

在区域位置上，该县把上海、福建、

广东作为招商的主攻方向，对接沿海发
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今年以来，县主要
领导分别率队多次赴上海、福建、广东等
地开展招商推介活动，拜访品牌知名企
业高层，走访行业协会、商会，取得了良
好的招商效果。

为了深度挖掘武宁招商资源，积极
营造返乡创业氛围，1月 24日，该县举行
了武宁籍在外创业人士新春招商恳谈
会，100多名企业主参加了座谈，现场气
氛热烈。游子们既畅叙了对家乡的深情
厚谊，也表达了有合适机会回乡创业的
想法。为了强化专业招商，武宁还选拔
了6名优秀的年轻干部，组成专业招商小
分队分别驻上海和深圳开展招商活动。

辛勤的付出迎来丰硕的回报。投资
30亿元的中岩高新装饰板材生产项目、
投资 5亿元的同德照明T8灯管项目、投
资 10 亿元的上海永久中部制造基地项

目、投资 10亿元的江西德福新型电子材
料 LED配套生产项目、投资 5.15亿元的
江西国豪太阳能路灯光伏支架生产项目
等正式签约。

服务追求“真善美”12个
大项目同时开工

在九江市“新工业十年行动”一季度项
目推进会上，武宁有12个大项目同时举行
开工仪式，开工项目总金额达71亿元。

良好的干部作风和务实的工作氛
围，是武宁项目建设取得成效的保证。
县主要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告诫干部：要
把客商当亲人看，要用真心、真情来待人
做事；要会做事，帮扶要帮到点子上，急
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需；要通过努
力，把工作做好，有完美结局，善作善
成。归纳起来就是要求干部在招商引
资、服务企业方面力求做到“真善美”。

为进一步做好园区企业服务管理工
作，按照省、市出台的“降成本，优环境”
相关要求，武宁县相应出台 16条政策措
施。同时，将2017年确定为“优化发展环
境提升年”，围绕“三个示范”出台“3+N”
推进机制，以完善的工作运行机制、调度
协调机制和督导考核机制服务重点项目
建设。坚持政企茶叙会制度，开展企业
评部门、企业评干部活动。在落户项目
的建设服务上，坚持县领导、部门包挂帮
扶企业和园区班子成员结对服务企业机
制，每个项目都有部门、领导和专人开展
服务，及时为企业排忧解难。开通全年
无假期的“经济110”，通过园区企业服务
中心窗口实现服务“一站式”办理。该县
还开展“企业评环境”活动，组织园区企
业对 41个行政审批部门、33个公共服务
单位和 21个乡镇进行民主评议，并对评
议结果进行全面公示。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武宁县推进重大项目落实

王怡荣 本报记者 练 炼

➡“我们从
小爱读书！”4月
21日，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凤凰中
心幼儿园的小朋
友们，高兴地展
示他们的课外书
籍。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第21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新余市政府办公室系统《读书有感》电
视节目活动如火如荼进行中。为营造政府机关良好的学习氛围，近年来，该市
在政府办公室系统开展了“读好书”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徐国平摄

⬆4月21日，芦溪县举办“弘扬濂溪文化，倡导全民阅
读”暨纪念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朗诵会。

本报记者 刘启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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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吉安讯 （记者李歆）4 月 20
日，吉安市集中开工竣工95个重大工
业项目，项目总投资 386.6亿元，其中
投资 30 亿元项目 1 个、20 亿元项目 1
个、15 亿元项目 2 个、10 亿元项目 8
个。据了解，全部 95个项目中，吉泰
走廊区域项目48个，占50.5%，战略性
新兴产业项目 69 个，占 72.6%。全部
项目达产达标后，预计可年新增主营
业务收入 600亿元以上，利税 80亿元

以上。
今年以来，吉安市坚定不移实

施“工业强市”战略，着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采取过硬举措稳增
长、促发展，实现了工业经济良好开
局。一季度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 167.7 亿元，增长 9.8%；完成规模
以 上 工 业 税 收 10.1 亿 元 ，增 长
30.3% ；完 成 工 业 用 电 13.9 亿 千 瓦
时，增长 16.1%。

吉安集中开工竣工95个重大工业项目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 通讯
员汪园）4月20日，鹰潭市全域旅游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记者从签约
仪式上获悉，共有包括龙虎山有限合
伙制旅游产业发展基金项目、贵溪市
象山文化景区建设项目、白鹤湖滨湖
生态游憩区建设项目、余江县灵溪小
镇生态农业观光园项目在内的 14 个
旅游项目签约。

据了解，近年来，鹰潭按照打造
“中华道都”的发展定位，坚持把全市

作为一个大景区来打造，“南有龙虎
山、中有月湖城、北有白鹤湖”的全域
旅游格局初步形成。此次集中签约
的项目中，既有新景区、新业态综合
开发项目，又有成熟景区提升改造、
转型升级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
为当地加速全域旅游发展、实施旅游
强市战略注入新的动力，为全力推进
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建设
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发
挥积极作用。

鹰潭集中签约一批全域旅游项目

本报资溪讯 （通讯员余进）4 月
18日一大早，资溪县石峡乡杨家斜村
村民岑小忙就来到邻村种养大户李
岳桂的蔬菜大棚里帮工。“在家门口
做点零工，每天可挣100元不等，照顾
家里和赚钱两不误。”他说。眼下正
值春耕备耕季节，该县有5000多名农
事钟点工活跃在田间地头。

资溪是闻名的“中国面包之乡”，
数万名青壮年“创业大军”在外打拼，

留守在家种地的大多是妇女和老人，
农忙季节劳动力特别紧缺，一些种养
大户更是“雇工难”。针对这种情况，
该县一些有眼光的留守农民看准商
机，自愿组建打工服务小分队，专门
为那些需要临时用工的家庭和种养
大户提供钟点服务。同时，不少农事
钟点工在给种养大户帮工时，也学到
许多农业生产新技术，助推当地农业
产业化进程。

资溪农事钟点工“淘金”忙

本报讯 （记者杨静）记者从南昌
市公安局获悉，4月24日开始，该市将
全面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据悉，成人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有效期延长为10年，对未满16周岁的
仍签发5年有效通行证。申领电子往
来台湾通行证应当按规定留存持证
人指纹信息。留存指纹信息的持证

人出入境时，可按规定自助通关。电
子往来台湾通行证启用后，仍然有效
的现行本式往来台湾通行证和贴纸
签注可继续使用，可继续申办贴纸签
注，也可申请换发新版通行证。电子
往来台湾通行证首次申请 10 个工作
日签发，二次签注7个工作日签发，市
民可就近选择出入境窗口办理证件。

南昌启用电子往来台湾通行证

本报讯（记者刘芝毅）4月17日，
随着我省租用的最后一架K-32直升
机 安 全 调 离 南 昌 ，标 志 着 我 省
2016-2017年度航空护林顺利结航。

我省2016-2017年度航空护林从
2016年 11月 1日开始，到 2017年 4月
15日结束，历时166天。其间，共租用

4 架飞机共开展航空护林作业 93 架
次，飞行297小时05分。其中，开展巡
护飞行82架次，发现火情4起；开展空
中火情核查18架次，核查卫星热点72
个；开展吊桶灭火作业2架次，向火场
洒水18桶，及时将南昌市蛟桥镇和于
都县2起森林火灾扑灭。

2016-2017年度航空护林结航

本报讯 （记者张武明）记者 4 月
21日从南昌市教育局获悉，经过精心
选址和筹备，北京师范大学决定按省
级示范校标准，在九龙湖新城区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实验学校。这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计划于明年秋季开
始招生。

2013年，我省曾与北京师范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在合
作办学、培养人才、科技创新、成果转
化等方面，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

作。当年，北京师范大学与新余市开
展实质性合作办学，在新余市孔目江
生态经济区建起北京师范大学新余
附属学校。学校经过3年多时间的探
索，已得到业界首肯，为当地学生接
受优质教育增添了一份选择。

在南昌创办的附属学校，是北京
师范大学在我省创办的第二所对外
合作附属学校。学校定性为民办公
助，由北京师范大学在师资力量、教
学方法上提供支持。

北师大在昌创办附属学校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4月15日至
21日是第23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连日来，省抗癌协会、省癌症康复俱乐
部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科普讲座、图

片展览、义诊咨询等科普活动。
今年宣传周的主题是“科学抗

癌，关爱生命”，副主题为“加强健康
教育，远离不良习惯”。

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举行

本报乐平讯 （记者邱西颖 通讯
员朱媛媛、董海宾）近年来，乐平市坚
持把党建工作拓展到“两新”组织领
域，通过深入调查摸底、灵活组建方
式，着力解决了“两新”组织“两个覆
盖”工作中存在的党建基数不清、方
式不明、效率不高等问题，以深入扎
实的党建工作引领“两新”组织的健
康发展。

该市按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属
地管理，社会组织行业主管、民政部
门兜底的原则，对全市 2.09万家非公
有制经济组织和918家社会组织进行
了全面摸底，将 1.03 万家非公企业、
748家社会组织，列入党建工作基数，
建立攻坚计划台账，使“两新”党组织
组建工作更加有的放矢、目标明确。

针对“两新”组织类型多样、数量
变化快、人员流动性强的特点，该市
坚持因地制宜、因类施策、灵活组建，
在党员3人以上单独组建、党员不足3
人联合组建的基础上，采取区域联

建、行业共建、派员帮建“三大联建”
方式组建党组织。对专业市场、商业
街区、商务楼宇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比较集中的地区，采取区
域联建的方式建立党组织，建立起楼
宇党组织、市场党组织、街区党组织、
行业党组织，实行兜底管理责任。对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民办学
校、民办医院等专业性强、有对口主
管单位的组织，采取行业共建，由市
司法局、财政局、教育体育局、卫计委
等单位专门成立行业党组织进行管
理；对没有党员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和社会组织，采取从市直单位（部
门）、乡镇（街道）选派党建工作指导
员的方式，先组建相应群团组织，引
导优秀青年和员工向组织靠拢，逐步
建立党组织。

目前，该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已
建立党组织 482 个，社会组织建立党
组织 154 个，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党组织覆盖率均为100%。

乐平推动“两新”组织“两个覆盖”

4月 16日，记者走进余干县杨埠镇
塔尾村，看到昔日宁静的小山村里，游客
熙熙攘攘，到处一派热闹景象，村里特色
KTV、农艺馆、儿童乐园、沿河修建的休
闲栈道等，成为群众休闲的好去处。

“周末天气晴好一天可以挣 200 多
元，平时也有60元左右。”塔尾村贫困户
吴新华热情地邀请记者到他家里坐一
坐，聊一聊。“我一名残疾人，能够在家门
口挣钱，就是因为村里美了游客多了，在
家里卖水和饮料，生意很火。”

过去，塔尾村是有名的贫困村，有贫
困户 126 户，贫困人口 419 人，村里环境
脏、乱、差。如今，塔尾村成了余干有名
的乡村旅游示范点，今年 1至 3月，已接
待游客 15万人次，2016年 419人全部脱
贫摘帽。

这一变化得益于余干大力推进“党
建+扶贫”，通过基层党组织对接扶贫、引
导扶贫，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富。

“送钱送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就拿
塔尾来说，过去村两委班子战斗力弱，村
里发展也慢，2014年以来，由镇党委派出
副书记兼任村党支部书记，重新选举村
两委班子，先后争取上级资金 1000多万
元，进行新农村建设、秀美乡村建设，如

今面貌一新。”余干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占建芳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余干，
“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党员致富能
手个个是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
雁”。

“老刘抓紧把大棚清场消毒，下一批
玉木耳的菌棒马上要进场了。”县委组织
部派往鹭鸶港乡沿河村的“第一书记”余
晓平，正在基地里忙活着。余晓平是一
名“80后”女干部，初到沿河村时，村民颇
感失望：“来了一名机关的，估计基层工
作经验不会多。城里的姑娘会安心在村
里工作？”

如今，村民们却纷纷为沿河村的蜕
变点赞。两年间，村内破损的水泥路变
成了沥青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建起了
休闲广场；村里成立了合作社，建起了食
用菌材种植基地，51户贫困户入股合作

社，贫困户中有15人在合作社务工，每月
平均工资1500余元……

在余干，像余晓平这样战斗在脱贫
攻坚前沿的“第一书记”有 138人。该县
针对各村实际，精准选派“第一书记”，对
症下药除掉顽疾，让农村发展风生水起。

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黄金埠
镇塘背村过去一直选不出合适的村党支
部书记，村里无产业、矛盾突出，村里建
设缓慢、群众怨声载道。

2013年，在外创业成功的党员徐加
中担任支部书记后，采取“党组织+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成立塘背种
养合作社，建设了大棚蔬菜基地、休闲
农业采摘园、垂钓园等，带领全村贫困
户 86 人加入合作社，年产值超过 300 余
万元。

2016年，在推进秀美乡村建设中，徐
加中带头捐资 8万元，带动村民捐资 180

余万元，整合各类项目资金 700余万元，
把塘背村打造成为江西省 3A 级乡村旅
游点。

基层党组织引领，致富“领头雁”带
头，余干打出了一整套产业发展组合拳：
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引进了一批群众参
与度高、市场前景好、见效快的产业。行
走余干乡间，产业发展异彩纷呈、目不暇
接：杨埠镇、鹭鸶乡食用菌种植过千亩；
全县芡实种植超过 4万亩；余干辣椒、大
溪凉粉、余干乌骨鸡……还有发展迅速
的乡村旅游产业。

产业发展的背后，是群众不断加快
的脱贫致富步伐。2016 年，在“党建+
扶贫”工作引领下，余干实现了 26 个贫
困村、6682 户贫困户、2.57 万人如期脱
贫，减贫率达 35.08%。2017 年，全县计
划脱贫贫困人口 2.57万人、退出贫困村
43个。

满城春色斗芳菲
——余干县推进“党建+扶贫”工作纪实

张德昌 本报记者 吕玉玺

本报讯（记者齐美煜）4月20日，记者从省妇联获悉，
经各设区市妇联、省直妇工委、省级各妇女联谊团体等单
位推荐，省妇联审核、筛选、评定，南昌市刘纪甫家庭、九江
市程亚琴家庭、景德镇市洪美华家庭等 36 户家庭获评
2017年度江西省“书香家庭”。

在全省开展寻找“书香家庭”活动，旨在弘扬好读书、
读好书的家庭风尚。

36户家庭获评省“书香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