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6 日早晨，李文荣、汤
壬秀夫妇乘坐公交车，从县城前
往上犹县工业园区灯饰城嘉亿公
司上班。来到车间，夫妇二人坐
在工作台旁，汤壬秀手把手地指
导丈夫修理裂纹灯。只见汤壬秀
熟练地裁剪、焊接电线，然后烘
干。这串裂纹灯通上电后，重新
亮了起来。

汤壬秀夫妇是上犹县五指峰
人，原来在工业园区一家纺织厂
上班，一家人过着衣食无忧的生
活。可 2015年的一场车祸，使夫
妻俩落下了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丈夫腰椎间盘突出，不能负重；妻
子左手锁骨断裂，弯曲困难，不能
从事重体力劳动。家庭一下子陷
入贫困。

今年初，上犹县工业园区工
作人员将汤壬秀安排到灯饰城城
嘉亿公司上班。因她勤奋好学，
技术日渐娴熟，成了公司的技术
工人，一个月能挣 2700 元左右。
丈夫休养好后，今年7月也被安排
到嘉亿公司上班。现在夫妻俩每
月工资可达 5000元，这让他们的
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在上犹县水岩乡斌斌制衣
厂的扶贫车间内，贫困户叶考凤
忙完手头上的活后，匆忙往家里
赶。丈夫谢甫贵正在厅堂缝制
衣服，旁边摆了两台缝纫机和布
料。16时准，叶考凤小心翼翼地
搀扶着丈夫上了二楼房间。这
里堆放着血液透析的药品和设
备。

去年，谢甫贵不幸患上尿毒
症，白天每 4个小时做一次透析，
每月药费 4000 多元。现在有了
政府推出的健康扶贫“四道保障
线”，每月透析费用降到 500 元，
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夫
妇二人还可以从扶贫车间拿布料
回家加工服装，足不出户一个月
就能赚2000多元。

据悉，近年来，上犹县在全国
率先实施“6+1”就业扶贫模式，通
过“企业+车间+贫困户”方式推
进脱贫攻坚，孵化出67个乡
村工业扶贫车间，链接
873名贫困户就业创业，
闯出一条新型工业与脱
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新路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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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壬秀（右）帮同事修
理线圈。

◀通上电后，裂纹灯亮
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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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岭-瑶里风景区总体规划获批
本报讯 （记者刘斐）日前，住建部下发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高岭-瑶里风景名胜
区总体规划的函》。文件中明确，经国务院
同意，高岭-瑶里风景名胜区规划总面积 86
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27.52平方公里。该

《总体规划》是指导风景名胜区保护、利用和
管理的重要依据。

文件明确，住建部要求风景名胜区内的
一切保护、利用和建设活动都必须以《总体
规划》为遵循，按照划定的一级、二级、三级
保护区范围，严格执行相应保护措施、建设
控制要求和环境保护标准。要严格保护风
景名胜区内的地质地貌、文物古迹、自然水
体、野生动植物等景观和生态资源，特别是
要加强高岭瓷土矿遗址、瑶里古民窑群、南
山瀑布群等景观资源的保护和管理，维护风
景名胜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完成风
景名胜区和核心景区范围的标界立桩，建立
健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徽志。

南丰蜜橘赣南脐橙获殊荣
本报讯 （记者刘斐）日前，经过县市、垦

区、林区申请，省级推荐，专家评审等公开竞
争选拔程序，并按程序报批后，农业部等九
部委对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名单（第一
批）进行公示。其中，我省抚州市南丰县南
丰蜜橘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赣州市赣南
脐橙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上榜。

在首批公布的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名单中，全国62个地区凭借特色优势农产品
入围。据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等部
门将牵头制定《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规
划》，建立评价标准，完善技术支撑体系，并
对各地创建特优区的申报和认定工作作出
部署。同时，鼓励各地在相关规定基础上，
研究出台投资、财政、金融、科技、土地、环
保、水利、林业等扶持政策，支持相关项目向
特优区倾斜，并发挥政府资金的撬动作用，
激活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投入，形
成多元化投入机制。

昌北机场新增加密多条航线
本报讯 （记者赵影）日前，记者获悉，南

昌昌北国际机场将于 2018年元旦前后新增
加密多条航班航线，继续完善航线网络布
局。12月 29日起，海南航空将新增南昌-大
连直飞航班，每天一班。江西航空将于 2018
年 1月 1日起新增南昌-南通-大连航班，每
天一班。1月 9日起，新增南昌-运城航班，
由深圳航空执行，每天一班。

据悉，昌北机场将首次开通至山西运城
航班，旅客从该机场乘机前往山西将有更多
选择。随着新航线的开通加密，南昌-南通航
线将加密至每天2班，目前昌北机场在长三角
地区开通了至上海、南京、宁波、徐州、台州、
南通等城市航班，后期还计划开通南昌至无
锡、淮安等城市航班，为我省与长三角地区的
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提供便利。另外，南昌-
大连航班也将加密至每天4班。据悉，开航初
期，票价优惠幅度较大，南昌至南通单程票价
190元起，南昌至大连单程票价270元起，南昌
至运城单程票价240元起等。

萍乡设妇女儿童维权岗
本报萍乡讯 （记者刘启红）为拓宽妇女

儿童维权渠道，萍乡市妇联、市司法局日前
联合设立了妇女儿童维权岗，将面向全市妇
女儿童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一站式”法律
服务和维权服务。

据悉，萍乡妇女儿童维权岗安排业务
精、能力强的法律服务人员负责接听接待处
理妇女儿童的法律咨询、受理法律援助申请
等，安排懂法律政策、懂心理辅导、擅长矛盾
调解的人员担任调解员和维权服务员。此
外，维权岗将根据妇女儿童现实需求指引办
理律师代理、司法鉴定、公证等法律服务。

本报进贤讯 （记者郑颖）记者
12月 21日获悉，进贤县把畜禽养殖
污染整治摆在突出位置，探索了集
中治理、分户“沼气池+”、生物发酵

零排放、MBR 膜处理、立页式增氧
污水蒸发器、绿狐尾藻生态湿地等
一系列粪污治理新模式，努力做到
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两手抓、两手

硬、两促进。
进贤县具有畜禽养殖传统，畜

牧业是其“三农”经济的骨干产业之
一，年出栏生猪达 142万头、牛羊 2.4
万头、家禽1850万羽以上，畜牧业的
快速发展也给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
严峻挑战。

为打好这场硬仗，进贤县坚持
“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原则，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充分调动一切力

量，形成干部齐心协力、全民齐抓共
管的良好格局。该县加快完成畜禽
养殖“三区”规划，启动专项整治，采
取废弃物集中处理模式，试点新型治
污工艺；全县粪污集中处理中心年处
理鲜猪粪6.8万吨，已完成5个大型猪
场水污染治理试点项目建设；坚持引
导养殖户实行“三改两分再利用”的
清洁生产模式，做到从源头节水减
排、中端过程控制、末端综合利用，使

畜禽养殖场粪污排放做到减量化、无
害化或资源化利用。截至目前，全县
禁养区养猪场（户）累计拆除（关闭）
1187个，拆除面积 146万平方米，处
理或转移生猪 12万余头，投入资金
2.35亿元，对非禁养区，中央环保督
察组反馈无设施的116个养殖场已全
部完成关闭或整改，登记备案的323
个规模养殖场已完成整改261个，还
有62个正在积极整改中。

进贤县探索畜禽粪污治理新模式

本报南昌讯（记者万
仁辉）近日，我省印发

《关于创建省级服务
支持人才创新创

业 示 范
基地实

施办
法 》

（

以下简称《办法》）。据悉，经命名授牌的省级服
务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除享受省市现
有的人才支持政策外，还可享受人才优惠政策
先行先试、急需紧缺人才优先开发、人才创新平
台优先搭建、人才配套服务优先保障等支持。

按照创建标准，示范基地应为符合我省产
业发展方向，对我省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引领带
动作用，且具有较好的服务人才创新创业基础
的特色产业园区，一般应具备产业特色鲜明、
人才集聚力强、服务功能完备等条件。

在支持措施上，《办法》提出，我省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意见的46条

政策措施，以及省直各部门出台的配套
改革措施，优先在示范基地试点和落

地。各地应围绕完善服务支持人
才创新创业政策措施，在示范

基地加大改革推进力度，大

胆探索，先行先试。
值得一提的是，示范基地中人才申报国家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等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同等条件下，优先
推荐；对申报省“千人计划”等省级重大人才工
程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入选。向中组部请派

“博士服务团”时，优先安排到示范基地挂职服
务。在选派“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以及省“远航
工程”“百千万人才工程”研修人选时，优先从示
范基地遴选。对创新创业成效突出的人才，优
先列为省、市党委直接联系服务的专家，优先纳
入“省突出贡献人才”“省政府特殊津贴”“庐山
友谊奖”等人才荣誉表彰项目的评选。

《办法》规定，对省级及以上院士工作站、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海智工作站等创新平
台，优先在示范基地布点，科研成果转化项目优

先在示范基地转化。对示范基地内的优秀人才
或团队，亟需资金支持的，优先纳入省“人才服
务银行”信贷支持范围，其创新创业项目优先纳
入省人才创新创业引导基金推荐目录，基金予
以重点支持。对符合《省支持优秀人才团队科
研成果转化计划实施办法》所列条件的优秀人
才团队，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按照 50万元至
100万元的标准给予项目资金资助。

此外，我省鼓励支持各地引入海内外知名人
力资源机构和猎头公司，鼓励支持示范基地与国
内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合作，对在推荐引进
高层次人才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用人单位、中
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对示范基地
中的优秀人才配偶安置、子女入学、出入国境、医
疗保健等方面，省市有关部门优先支持。对每个
示范基地，省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安排50万元资
金，用于支持示范基地人才服务中心建设。

支持创新创业支持创新创业 我省拿出我省拿出““真金白银真金白银””
每个省级服务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可获每个省级服务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可获5050万元专项资金万元专项资金

本报讯 （通讯员涂家亮）为进一步提升
群众防范意识，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的发生，奉新县公安局组织刑警大队、各辖
区派出所在全县范围内深入开展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走访宣传活动。

奉新县公安局通过宣传栏张贴宣传资
料，挂宣传横幅，在镇（乡）政府、中学、小学、
银行等单位门口张贴宣传资料，向群众宣传
对电信网络诈骗新型违法犯罪的防范常
识。该局各辖区派出所联合镇综治办等部
门深入辖区每个角落，发放宣传材料，扩大
宣传教育的覆盖面，提高重点人群的识骗、
防骗能力。

该局还依托互联网，通过微信公众号推
送宣传预防通讯网络诈骗的基本常识，用手
机平台发送短信，运用微信、手机QQ发布电
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新闻报道。本次活动
中共派发宣传资料5000余份，播放防范诈骗
宣传短片20余次，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
众防范电信诈骗的思想意识。

奉新对电信诈骗零容忍

新华社南昌12月21日电（记者
秦宏）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统
计，今年前10个月，江西13个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两
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市），相关抵押
贷款余额快速增长，其中土地承包经
营权抵押贷款余额，比 2016 年末增
长2.68倍。

据介绍，截至2017年10月末，江
西省安义县、乐平县等 10 个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县（市），
农地抵押贷款余额为 8.55 亿元，比
2016年末增长 2.68倍；余江县、会昌
县等３个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试点县，农房抵押贷款余额为2.63亿
元，比 2016 年末增长 78.95％。同
时，江西 13 个试点县（市）均建立了

“两权”抵押贷款风险补偿金，基金规
模总计达 5200 万元；江西全省共计
94家县域金融机构开办了“两权”抵

押贷款业务。
据了解，自2015年末开展全国农

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以来，江
西试点县（市）相关抵押贷款资产处置
办法和农村产权流转平台得到不断完
善；创新了“土地托管＋封闭管理”“循
环授信＋风险奖补”等业务模式；并通
过支农再贷款、扶贫再贷款投放及再
贴现限额调整，使涉农金融机构相关
贷款投放能力不断得到增强。

新华社南昌 12 月 21 日电
（记者秦宏）以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为目标，江西决定在三年内划
定3500万亩水稻功能区和油菜
籽生产保护区，并力争到 2020
年完成“两区”内高标准农田
建设。

据江西省政府介绍，江西
将力争到 2019 年年底全面完
成全省“两区”地块的划定任
务。其中，江西将划定水稻生
产功能区面积 2800 万亩，划定

油菜籽生产保护区面积 700 万
亩（含水稻和油菜籽复种区
600 万亩）；对于划定的“两区”
土地，将全部建档立卡、上图
入库，实现信息化和精准化
管理。

与此同时，江西提出，力争
到 2020 年，按照“集中连片、土
地平整、设施完善、土壤肥沃、
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生态友
好”的要求，基本完成“两区”高
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提升“两
区”综合生产能力。

江西将划定3500万亩水稻和油菜籽生产田

3年完成“两区”内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村“两权”抵押贷款余额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