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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缘环保全自动SSPP无纺布制造机生产线投入运
行；宇林科技公司“从野漆树籽中提取野漆树蜡的研究”
项目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春寒时节，记者走访宁
都，处处创新潮涌，满眼生机勃发。

2017年以来，宁都实施人才强县和创新驱动战略，
优化人才生态，汇聚各方英才，引领创新创业，为全县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

人才纷至 打造最优人才生态
“家乡这么看重我，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刻，我一定

要用自己的所学所长回报家乡。”2017年 12月 31日，宁
都籍同济大学建筑设计学院副院长胡仁茂被宁都县委、
县政府聘请为高端人才顾问。作为柔性引进的人才，他
将为全县的城市规划把脉问诊，支招献策。

受各种因素制约，外面人才引进难、本土人才流失
多，人才短缺问题已成为制约宁都发展的瓶颈。去年以
来，宁都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成立县招才引智局，坚
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同部署，同推进，把目光瞄准在
外工作创业、已有较好基础的乡贤，用亲情、家乡情将他
们的智力、项目、资金招引回乡。

故乡的呼唤并非只打亲情牌。宁都着力打造最优
人才生态，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能发展。为此，设立
每年 200万元的人才工作专项资金，建立泉州、昆明等

驻外人才联络站，制定出台了人才新政，面向全国聘请
高端人才顾问，评选表彰“情系桑梓最美乡贤”，实施“百
名硕博进宁都工程”“翠微英才选拔培养计划”，实行刚
性引进、柔性引进等灵活多样的引才方式。据悉，去年
以来，共吸引 600多名优秀人才来到宁都创新创业，其
中研究生以上学历专业人才近百人。

人尽其才 搭建最佳创业平台
永通科技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内，科研人员忙碌的身

影随处可见。这个研究团队中的 2名博士引起记者的
关注。“宁都除了有优越的人才环境，更有施展拳脚的创
业平台。”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博士邓普道出答案。

铺好人才成长之路，搭好人才引进之桥。宁都县高起
点规划创业平台建设，创办了赣商创业园、宁都电商园、赖
沙电商村、拔尖人才创新孵化园等创新创业基地。同时，
依托人社部的帮扶，投资4.5亿元、规划用地330亩高标准
建设宁都技工学校。

在优化载体的同时，对人才的服务讲究贴心又走
心。该县在县城黄金地段高标准建设人才公寓，配备阅
览室、健身房等功能设施，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生活
条件。还开通人才服务“绿色通道”，建立“一对一”联
系、常态化走访等制度，设立人才服务窗口，为人才提供

“一站式”“保姆式”服务。

投资 10.2亿元的江西蒙山乳业有限公司实现当年
签约、当年竣工、当年投产，速度让人惊叹，而人才部门
的周到服务也深获企业好评。“有‘人才服务管家’，创业
轻松又便捷。”宁都首届“情系桑梓最美乡贤”称号获得
者、企业总经理廖长生说道。

人才支撑 迸发最强升级动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所长文杰

被聘请为产业顾问后，宁都黄鸡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宁
都黄鸡先后获评“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2017中国
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宁都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引进美国耶鲁大学生物
技术博士后刘翔及其团队，培育推广了铁皮石斛等新品
种8个，推广无公害葡萄种植技术等新技术12项。

被阿里巴巴集团评为“全球十大网商”的刘鹏飞，
返乡投资创办电子商务产业园，牵头成立宁都县电子
商务协会，促进了电商在宁都悄然兴起。去年，全县
实现网上交易额 66.6亿元，同比增长 25%。

宁都始终将人才工作融入全县发展大局，目标同向、
举措同步、成效同显，紧密结合轻纺服装、矿产品精深加
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业、电子商务等重点产业引进人
才，积极以人才结构优化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各类产业人
才集聚宁都，引领新技术开发，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

人才杠杆撬动发展新动能
——宁都县实施人才引领创新创业工作纪实

廖海峰 封新保 本报记者 唐 燕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日
前，我省首家智慧加油站在鹰潭市信
江新区亮相。该加油站以传统加油
站销售体系和网络为基础，借助大数
据、云计算、车联网、物联网等技术手
段，为市民提供智能导航、车辆自动
识别、OTO商城、第三方服务以及移
动支付加油等各类智慧化服务。

据介绍，客户打开加油站微信
客户端，系统就会推荐显示最近的
加油站和油品价格，根据客户消费
的大数据分析，精准推送加油站相

关的营销信息，客户在手机上选择
加油站点，输入油品号、金额，即可
完成下单。客户根据智能导航来
到相应加油点，车辆停入加油机后
即可触发智慧加油，系统自动解锁
油枪，车主输入唯一密令，提枪就
完成了一次加油，从而实现了市民
网上下单、加油站车辆“刷脸”安全
认证即加即走的智慧便捷服务。
在支付方式选择上，客户可以选择
采用银联卡、支付宝、微信等多种
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结算。

全省首家智慧加油站亮相鹰潭

本报铅山讯（记者严若虚 通讯
员丁芳水、杨扬）对不能退出的宅基
地，按村民理事会制定的收费标准，
交纳有偿使用费；对退出的古宅、老
屋统一管理，以租赁的方式提高集体
收益；地处城郊的村庄将各自然村退
出的宅基地，统一建设成创业园进行
出租……这是铅山县开展农村宅基
地管理试点工作的新模式，既促进了
农村宅基地的顺利退出，又盘活了土
地资源，壮大了集体经济。

该县自去年7月开始开展农村宅
基地管理试点，目前已有488个自然
村完成了试点工作，共退出宅基地
153万平方米。为了管理好这些宅基
地，使其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该县
创新管理模式，按照“一户一宅、面积
法定”原则，各试点村根据法定范围
内确定的统一面积标准，“一把尺子”

量到底。对历史形成的超面积多占，
且确实无法退出的，一律由各村民理
事会以有偿使用的办法自行调整收
费，彰显了农民宅基地的财产权益。
截至目前，各试点村共收取有偿使用
费87万元。对退出的房屋和土地，则
分别采取租赁和建设的方式进行盘
活，使“死”资源变成活资源，使活资
源变成好收益，既壮大了集体经济，
又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
力。篁碧乡、太源乡和武夷山镇针对
地处旅游风景区的特点，将退出的古
宅、老屋统一收回，以租赁的方式提
高集体资产收益，还发展了旅游业。
河口镇、永平镇根据地处城郊交通便
利的优势，以村为单位，将自然村退
出的宅基地统一建设成创业园进行
出租，既解决了农民就业，又壮大了
集体经济。

有偿使用 盘活资源

铅山探索宅基地管理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记者 2
月 8 日获悉：江西检验检疫局日前
公布了 2017 年对法检目录以外的
进出口商品实施监督抽查情况。
从抽查结果来看，江西地区共抽
查 61 批次，检出不合格 12 批，不合
格检出率 19.7%。其中，抽查出口
商品 20 批，检出不合格 1 批；抽查
进口商品 41批，检出不合格 11批。

此次进口商品抽查地点是进
口口岸、进口商品集散地和收用货
单位所在地，出口商品抽查地点是
生产企业、出口口岸和出口商品集
散地。抽查检验范围主要包括机

电、轻纺 2 大类 34 小类商品。进口
商品主要包括：电饭锅、电子坐便
器、吸湿速干服装等功能性服装、箱
包、婴童服装、婴童纺织用品、卫生
湿巾等；出口商品主要包括：锂电
池、充电宝、日用瓷、玩具、儿童服
装、童鞋、成人鞋等。我省抽查不合
格情况主要包括：4批安全性能不合
格（牙刷存在磨毛现象）；4批品质不
合格（2 批箱包振荡性能不合格、1
批婴童服装 PH 值不合格、1 批票夹
色牢度不合格）；2批标识不合格（湿
巾未提供正确标签）；1 批功能性服
装不合格（防紫外线性能不达标）。

江西公布2017年进出口商品监督抽查结果
不合格检出率19.7%

本报讯（通讯员郭巍、龚红军）2
月11 日，南昌市国税局隆重举行党
日活动暨读书心得交流会，全市国税
系统党员研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市局领导为全体党员上党课，
号召全市国税系统党员要从习近平
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中汲取榜样
力量、找到青春答案、明确奋斗目
标。经过选拔的16名基层单位选手
陆续登台，用一篇篇饱含深情的讲
稿，讲述习近平总书记的“青春故
事”，抒发献身国税事业的坚定志向。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今年1月份，南昌市国税局决

定在全市国税系统党员队伍中，开展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读书研讨活
动。广大党员积极响应，采取集体学
习、撰写体会、座谈交流、主题党日等
形式广泛开展学习交流。一时间，在
全市国税系统掀起了学习《习近平的
七年知青岁月》的热潮。交流中，大家
紧紧围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
本书，结合个人思想认识和工作经历，
畅谈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
感悟，交流立足岗位不懈奋斗的精彩
故事，展示了南昌国税党员的时代
风采和精神面貌，强化了广大党员
对习近平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理想
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

南昌国税系统党员研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2月8日，南昌县泾口乡小莲塘渔民喜获丰收，正在将鱼装运上车准备发往江浙等地。据悉，
该区域水质好，鱼肉鲜美，深受市场喜爱。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2 月 12
日从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传来喜讯，
2018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778 个
项目，我省共有 7 家出版单位 13 个
项目入选，是历年入选项目数量最
多的一年。

此次入选项目分别是：江西人民
出版社《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
文库》《胡先骕全集》，百花洲文艺出
版社《中国民间信仰社会学研究丛
书》《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型
研究（上、下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

论发展史（上、下册）》，江西科学技术
出版社《旴江医学（分科研究第一
辑）》，江西美术出版社《江右刻石书
法大观》《国家展览——中国国家博
物馆百年展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重估苏俄文学》，红星电子音像出版社
《中国禽类重大多发疾病诊治影像库
（移动硬盘）》《生态中国的见证者——
极度濒危物种白鹤的繁衍、迁徙和保
护（DVD-ROM）》《〈中医故事〉大型
动画纪录片（DVD）》，江西高校出版
社《江西学术史》。

我省13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喜获丰收

宜黄“爱心猪肉”送给环卫工人
本报宜黄讯（记者钟端浪）日前，宜黄县

环卫工人高高兴兴地领取了一份“爱心猪
肉”。这是该县军峰野牧生态猪肉店准备了
150多公斤新鲜猪肉，免费分发给城区的
160余名环卫工人，为环卫工人送上关爱。

据了解，军峰野牧生态猪肉店老
板陈定得是神岗乡大山口村村民，12
年前开始小规模养猪，如今在政策的
扶持下承包了 500 亩山林，生态放养
肉猪 1000 多头，并领取了家庭农场营
业执照，注册了军峰野牧生态猪肉的
商标，开起了专卖店。

安义开展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安义讯 （通讯员杨明、彭层

层）2月12日，安义县同心圆志愿者协会
在长均乡把口村举行“精准扶贫乡村
行”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动员社会
力量通过爱心捐赠、志愿服务的形式，
参与全县精准扶贫。活动现场，非公企
业、商会向贫困群众捐赠爱心款 17.4万
元，志愿者们为村民送上精彩文艺节
目，开展了义诊、义剪和免费写春联活
动，并携米、油等年货及慰问金走访了
18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据悉，安义县同心圆志愿者协会是
由该县统战部、工商联发起，以非公经济
人士为主体的志愿服务组织，2018年将
全力聚焦“精准扶贫乡村行”主题，把志
愿服务融入扶贫工作中，扩大社会参与，
持续开展“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万年讯 （记者吕玉玺）2月 13
日，万年县第四届返乡创业大会在县会
展中心举行。现场集中签约项目12个，
总投资 13.48亿元，涵盖环保材料、电子
元器件生产、医药成品生产等产业。

据悉，目前，万年县共有 84名在外
“万商”先后选择返乡创业，共签约回归
项目78个，协议投资超过98.2亿元，涉及
机械电子、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产业。
其中，大项目 36个，协议投资超过 68亿
元。2017年，全县“万商”回归有效投入，
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7.8%，成为该县扩大
有效投资的一支重要力量。

万年举行返乡创业大会

近日，为加强中药材茱萸的成活率，樟树市洋湖乡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地
头，指导农户及时做好防护工作。 通讯员 聂 夫摄

“自从中烟帮扶我们村，新修了水泥
路，建了活动中心，种上了井冈蜜柚，不出
村就可以打工赚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吉安县永阳镇下边村村民肖冬章述说着
江西中烟公司结对帮扶以来的新变化。

“吉安县不脱贫，江西中烟
不收兵”

江西中烟公司与吉安县的结缘，源
于 2012 年。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
打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和特困片区“四
个一”组合式扶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江
西中烟对口帮扶吉安县，他们积极响应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秉承“情系老区，
回馈社会”的扶贫理念，出真招，见实效，
为推动吉安县精准扶贫工作作出了突出
贡献。

江西中烟成立了振兴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和特困片区定点扶贫开发工作领导
小组，精心选派了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
干部常驻吉安县，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
队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与村民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

“吉安县不脱贫，江西中烟不收兵。”
这是江西中烟对吉安县的深情承诺。经

过充分调研，江西中烟结合吉安县实际制
订了扶贫规划和实施计划，提出了“突出
重点、集成投入、连片布点、整体推进”的
扶贫思路，近年来，累计向吉安县投入扶
贫资金8000万元，实施重大扶贫项目154
个，为吉安县脱贫攻坚注入了“新动力”。

企业先后出资扶持吉安县7个重点乡
镇率先启动美丽乡镇建设，树立了美丽乡
村建设新标杆。新建和完善了96个村级
便民服务中心，有效解决了部分行政村支
部活动无阵地和村民办事无场所难题，帮
助基层组织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贫困户变股东，家家有
分红”

2015 年，公司挂点帮扶贫困村吉安
县永阳镇下边村。针对全村 70 户贫困
户自我发展能力弱，脱贫缺资金、缺技
术、缺信心等实际情况，帮扶组深入调
研了解村情民情，采取了长短产业相结
合的扶贫举措，帮助贫困群众增强脱贫
后劲。

“要帮助村民真正实现脱贫，必须要
有产业作为支撑，增收有渠道，才能保障
贫困户脱贫不返贫。”江西中烟公司驻下

边村第一书记何伏波说。
下边村按照打造可持续脱贫机制的

理念，成立了井冈蜜柚合作社，流转土地
建立产业基地，种植了 200 多亩井冈蜜
柚，覆盖全村所有贫困户，并为每户入股
的贫困户发放了入股证，贫困户除了产
业分红外，还可以到基地务工增收，每年
可增收4000多元。

同时，采取“合作社+贫困户+公司”
的模式，集中建设占地8亩的光伏发电基
地，贷款参与的 50户贫困户每年可得到
1500 元以上稳定收入，从而实现精准快
速脱贫。

集中发展产业的同时，发动群众充分
利用房前屋后、路旁、水岸种植井冈蜜柚，
既美化环境，挂果后也可增加一定的收入。

通过长短结合扶贫举措，引导下边
村探索出一条见效快、管长远的特色产
业脱贫道路，60 户贫困户已经顺利摘掉
贫困帽。

“中烟扶贫真给力，村美
民富人心齐”

临近新年，下边村干净整洁的村道
上，不时可见采购年货归来的村民，其乐

融融。江西中烟公司先后投入 300万元
支持永阳镇下边村委下边、西坑、平原村
小组开展新农村建设，完善了基础设施，
铺设了水泥路，修建了路边沟渠，村庄绿
化、美化，彻底改变了过去的脏乱差局
面。

在江西中烟的大力支持下，吉安县
开展村庄整治扶贫工程，先后建设村庄
整治示范点 51个，极大地改善广大贫困
群众的人居环境。

“中烟扶贫真给力，村美民富人心
齐”，一户村民家中的对联真切表达了下
边村所有村民对江西中烟的深厚感情。

“聚焦最困难的地方，盯住最困难
的人群。”这是江西中烟帮扶中秉承的
一贯理念。80 多岁的贫困户王启昌，
去年搬进了村里的交钥匙工程新房过
新年。老人对帮扶组充满了感激：“做
梦也想不到，这么大年纪了不花一分
钱，就住上了新房。”村里像王启昌一
样，告别危旧房，住上了新房的贫困户
还有 9 户。

环境美、产业兴、人和谐，下边村人
的美丽生活新画卷，在江西中烟的帮扶
下，正徐徐展开。

国企结亲戚 脱贫添助力
——江西中烟公司助力吉安县脱贫攻坚记事

胡 颖 本报记者 刘之沛

本报抚州讯 （记者陈青峰）抚州市
绿色生态农业不断壮大规模、提升质量，
南丰蜜橘、广昌白莲、崇仁麻鸡、资溪白
茶等众多绿色农产品美誉度影响力不断
攀升，全市绿色生态农业生产基地和现
代农业示范园区绿意盎然。目前该市

“三品一标”农产品已达530个，有力推动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去年全市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3567 元，增长
9.0%。

抚州不断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大力实施以畜牧业污染治理、农业废弃

物循环利用和“肥药双控”减量增效为
重点的生态循环农业，依法关闭搬迁了
一大批不合格畜禽养殖场，为绿色生态
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该市绿色
种养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基本形成临川
花卉苗木、宜黄和南城水稻制种、南丰
蜜橘、东乡生猪等主要产业群。全市
11 个县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加快建
设，入园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31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421 家，家庭农场 119
家，种养大户 1155 家，核心面积达 22.68
万亩。

为提升绿色生态农产品的质量效
益，该市积极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按照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
制定了以绿色农产品为主体的地方标准
33项，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
产基地7个，面积70万亩；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 47 家，示范面积 11 万亩；
国家级畜禽养殖标准示范场 16家，畜养
殖规模 11万头、禽养殖规模 400多万羽；
国家级蔬菜茶叶水果标准园 13 家。去
年，全市新增“三品一标”农产品认证 93
个，总数达530个。

壮大规模 提升质量

抚州绿色生态农业绿意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