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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道《创业英雄汇》栏目中，黎川
县青年创业者刘建新和团队研发
的陶瓷炒锅项目，获得现场全部
投资人的青睐，并成功为企业融
资700万元。刘建新离“陶瓷锅健
康梦”又近一步，这一步刘建新走
了20多年。

刘建新的家乡黎川有“江西
第二瓷都”的美誉，家中不少亲戚
在瓷厂上班，耳濡目染让他从小
就对陶瓷非常感兴趣，立志长大
做一款自己的陶瓷产品。1992
年，刘建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陶
瓷工艺专业毕业，本想回到家乡
大施拳脚，但发现当地陶瓷企业
在产能、设备、工艺上都比较落
后，所学本领施展空间不大。于
是，他来到广东佛山等沿海地区
打工，先后辗转进了几个陶瓷原
料公司，长期为不同类型的陶瓷
客户提供技术服务，这让他接触
到了许多新设备、新材料、新工
艺、新产品，个人知识技术水平得
到快速提升。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人们追求健康、环保的意识也
原来越强，2011年，一则锅具重金
属超标的新闻引起了刘建新的关
注。“那时起，我心中的梦想就清
晰起来，就是要用家乡的瓷土做
出一口好锅。”刘建新决定返乡创
业，黎川是日用耐热陶瓷产业基
地，他有信心对相关耐热瓷的工
艺、配方、产品进行再提升，解决
陶瓷炒锅的技术难点。

2013 年，刘建新与合伙人在

黎川创立江西京尚实业有限公
司，并与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
合作，成立研发小组，自己作为研
发技术骨干参与研发。此时市场
上的耐热瓷以瓷煲为主，研发陶
瓷炒锅并无可借鉴经验，刘建新
带领团队日夜扑在实验室内，平
均每天工作 10 多个小时，甚至通
宵达旦。3 年 10 个月，尝试了 30
多种黏土，升级了 4 代锅具手柄，
调整了无数次锅壁的厚度，他们
先后解决了易碎、耐热度与耐干
烧度不够等问题，在 20 多项专利
的支撑下于 2016年 8月向市场推
出第一款纯陶瓷锅。

然而，费尽心血研发出的产
品却在市场遇冷，想改变消费者
传统的锅具使用观念并不容易，
对此，刘建新采取“体验式+互联
网”方法推销陶瓷炒锅，请人们品
尝陶瓷炒锅与普通铁锅制作的菜
肴，体验使用陶瓷炒锅。去年9月
开始销售量迅速上升，最近4个月
销售产值达4000万元。

刘建新认为企业要实现高质
量发展，不仅要有过硬的产品，更
需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企业标
准。为此，刘建新带领团队联合国
家陶瓷检测重点实验室（景德镇）
研究开发出国内首个陶瓷炒锅企
业标准《Q/JXJS 001全陶瓷（煎）炒
锅》，并于近日在国家企业标准信
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发布和实施。

近日，不断有国内外代理商打
来电话，请求洽谈代理事宜。这让
刘建新坚信，陶瓷炒锅的健康梦能
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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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我省设区市优良天数比例达75%
本报讯（记者陈璋）日前，省环保厅发布

了今年 2月的环境质量月报。该月，全省 11
个设区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75.0%，比
上年同期下降1.0个百分点。

据介绍，2月我省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
天数比例分别为 21.1%、2.9%和 1.0%，无严重
污染天。11 个城市空气质量级别均为超二
级。与上年同期相比，11个城市优良天数比
例均值由 76.0%下降为 75.0%，下降 1.0 个百
分点。

11个城市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 57.1%～
92.9%，萍乡市优良天数比例最低（57.1%），景
德镇市最高（92.9%）。超标天数中以细颗粒
物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最多，其次为
可吸入颗粒物 PM10。其中，全省设区城市
PM2.5 浓度月均值为 57 毫克/立方米，比上
年同期下降 9.5%；PM10浓度月均值为 86毫
克/立方米，比上年同期下降4.4%。

与上年同期相比，南昌、新余、鹰潭和宜
春市优良天数比例上升，抚州和上饶市下降，
其余5个城市持平。其中，南昌市2月份优良
天数比例为 85.7%，优、良和轻度污染天数分
别有6、18和4天，无中度、重度和严重污染天。

电子化登记方便群众办事
本报讯 （记者赵影 通讯员刘宏）“怎么

也想不到，现在找政府办事，不用跑腿递交材
料，在家轻点鼠标，足不出户就能把证办好，
省时省力又省钱，真是太方便了。”近日，从北
京返乡的抚州食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威
从乐安县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手中接
过纸质营业执照时感慨道。

据悉，截至目前，该县企业通过无纸全程
电子化登记管理系统提出咨询、申请几十件，

“抚州食之食品有限公司”等8户企业已成功
办理了营业执照。今年以来，该县不断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去年“最多跑一次”
工作试点的基础上，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一次
不跑”改革，通过全程网办、上门服务、帮办代
办、邮递办理等措施，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无
需前往政府部门或者办事大厅，让办事“零”
跑动。

“不速之客”闯进婺源家具店
本报婺源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洪裕

国）3 月 25 日 17 时许，婺源福满堂家具城突
然闯进了一位“不速之客”，只见它瞪着一双
炯炯有神的艳黄色双眼，神态悠然地在家具
店踱来踱去。原来，该位“不速之客”为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松雀鹰。

“猛禽的上嘴有个弯钩，神态威猛，感觉
有点像老鹰，怕伤到人，当时就向森林公安报
了警。”福满堂家具城老板俞国红说道。经民
警和野保站工作人员现场辨认，确认此猛禽
为松雀鹰，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松雀鹰
常单独或成对在林缘和丛林边缘等较为空旷
处活动和觅食。在确认这只松雀鹰没有受伤
和其他异常后，当天傍晚，民警将其放飞大
自然。

结核病防治进校园
本报南昌讯（记者杨莹）近日，南昌市青

云谱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的卫生监督
人员走进南昌市洪都中学，开展防治结核病
现场咨询宣传活动。

围绕今年“开展终结结核行动、共建共享
健康中国”的宣传主题，活动共制作宣传展板
2块，发放宣传彩页300余张，现场接受教师、
学生咨询50余人次，旨在使学校师生了解肺
结核的症状，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严防结核
病在人群中，尤其是在师生群体中感染和暴
发流行。

本报讯 （记者陈璋）2018年，中
国养猪业出现了 3年来首个行业性
亏损周期。3 月 26 日，以“共创、共
享、共赢”为主题的2018中国猪业高
峰论坛在南昌举办，抱团取暖、合作
共赢成为现场众多养殖业大咖的
共识。

今年春节过后，我国生猪产业
已进入了新一轮的亏损周期，猪
价下跌、原料上涨、环保高压、资
本涌入，严重挤压中小规模猪场
的生存空间。3 月 26 日，江西省价
格鉴定监测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我省生猪出场价格为 5.94 元/
500 克，比 2 月 26 日下降 19.94%；

猪粮比价为 5.77∶1，比 2 月 26 下降
20.63%，即将跌破 5.5∶1 的绿色区
域界限。

“这两个月猪价简直是断崖式
下跌。”进贤县华康生猪养殖场负责
人吴小娣拥有300头母猪，年出栏肥
猪 6000头。他告诉记者，2016年卖
一头猪可以赚 1000多元，2017年也
有 500元的利润。“想过 2018年会下
跌，但没想到会这么突然，现在卖一
头要亏200元。”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养猪行
业从亏损转为盈利，现在又出现
普遍性亏损，主要因为市场的供
应量远远超过需求量，猪周期的

效应开始显现。”正邦集团农牧事
业部总裁李志轩分析，猪价下跌
叠加原料上涨，猪价已跌破成本
线。部分地区自繁自养一头猪亏
损超过 200 元，大型养殖场也要亏
100 多元。“这种趋势很可能会延
续至明年。”

在此次猪业高峰论坛上，面对
下行的猪周期，中国市场学会农牧
委理事长赵明提出了“新常态下生
猪产业的发展之道”。他表示，如今
农牧行业已经进入价值和品牌为主
的阶段，散养户比例首次下降到20%
以下，规模化比例增加幅度显著。
养猪场分工正在出现多种模式，技

术托管、经营托管和管理咨询逐渐
成为重要的养殖模式。

赵明表示，中小养殖户减少市
场风险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与大企
业合作。“抱团取暖，提升成绩，不亏
现金流，从管理、产品和资金上都能
得到支持。”

记者了解到，猪场托管服务是
指大型养殖企业负责中小养殖户猪
场内部所有项目管理（除采购及销
售），派驻技术人员进场服务，并签
订托管协议。“很多猪场在经过评估
后，我们会做一些指标性或成本性
的托管，双方签订合同，确立目标，
然后由我们来负责。如果达不到效

益，我们会进行相应赔偿。”李志
轩说。

李志轩表示，除了托管服务，正
邦还有协管服务和巡检服务。前者
是负责猪场某项生产成绩提高，派
驻人员提供驻场服务，协助管理；后
者是根据猪场需求提供巡场服务，
定期到合作猪场巡场指导生产管理
和提供技术服务。

“截至目前，正邦在全国已向超
过 10万头母猪提供上述管理服务。
在樟树，一家猪场的PSY（一头母猪
一年提供的成活仔猪数）从 10提高
到了 28，效益有着明显提升。”李志
轩说。

垃圾分类从娃娃抓起
本报樟树讯 （通讯员徐建明、余佳静）

“现在个头跟垃圾桶差不多高的娃娃，都晓得
要把垃圾分类了再扔，我们这些做大人的再
不行动都不好意思了。”近日，家住樟树市洲
上乡大洲社区的王大妈提着两个明显分过类
的垃圾袋，分别扔进了两个颜色不同的垃
圾桶。

“垃圾分类应从娃娃抓起，将垃圾分类理
念深入到学生当中，以点带面，扩大影响。”洲
上乡希望小学校长刘海涛介绍，学校充分利
用校园黑板报、宣传栏、手抄报、主题班会、辩
论赛和宣传海报等途径，引导孩子们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活动。

如今，在洲上乡的各中小学，垃圾分类、
垃圾不落地走进了学生的课堂。在学校师生
的积极引导下，家长们更踊跃参与到垃圾分
类活动中来。据悉，活动开展以来，各中小学
组织课内外活动20余场，参与师生及家长人
数3000余名。

“为贫困家庭撑起一片爱的天
空，为渴望学习的孩子创造美好的
未来”“这是九九人才教育爱心协会
2018 年的第二场暨总第 33 场关爱
留守儿童活动”“玉山的朋友们，让
我们撸起袖子来献血”……点开玉
山县下镇初级中学党支部副书记、
玉山县九九人才教育爱心协会副理
事长徐林树的朋友圈，让记者感受
到社会源源不断的温暖。

自小在农村长大的徐林树，自
1992 年参加工作时便一直在乡村
学校执教。多年的乡村教育经历让
他深知农村贫困家庭的艰难，2013
年8月，在徐林树倡议下，注册成立
了玉山县九九人才教育爱心协会，
组织下镇中学 99 届毕业校友和社
会爱心人士募集资金，策划、实施关
爱帮扶贫困中小学生系列活动。4
年多来，他把大部分业余时间用在
访贫问苦上，足迹遍布下镇镇的每
个角落。协会成立以来，他们共募

集到善款80多万元，举行了33场爱
心捐助活动，捐赠资金近 60 万元，
帮扶资助 1000多人次，未让一个下
镇籍的学生因为贫困而辍学。

2014 年 9 月开始，徐林树还组
建学生团员成立慈善义工社，在校
内外积极开展环保宣传、交通疏导、
关爱老人等社会实践。每年重阳
节，他都牵头与敬老院负责人对接，
带领慈善义工社的志愿者们给老人
们送温暖，在养老院进行义务劳动，
与老人们聊天娱乐，用实际行动帮
助老人们过上更舒适、温暖的晚年。

今年1月4日，九九人才教育爱
心协会发起“以父亲的名义”帮扶计
划，面向全市帮扶 100 名失去父亲
的贫困儿童。计划一启动，徐林树
便带领协会成员，利用假期根据已
搜集到的失父儿童家庭
开展走访，并向社会公
开征集定向帮扶人士。

“徐老师就是我和
姐姐的爸爸。”现就读于
玉山县下镇中心小学的

柳同学，2010年因一场意外失去了
父亲，母亲也因为悲伤过度精神失
常后出走，之后姐姐由叔叔抚养，他
被姑姑领养。基金会从2014年开始
对他姐弟进行定向帮扶，一方面在
经济上给予资助，同时在生活上对
他关爱，学习上给予鼓励引导。“孩
子变化很大，很自信很阳光，今年我
们把姐弟俩纳入‘以父亲的名义’帮
扶计划，由志愿者专人帮扶。”徐林
树说，目前，共有17位失去父亲的孩
子获得爱心人士定向帮扶。

“一直以来，我希望尽自己的力
量，让贫困孩童感受到更多温暖，所
做的都是一些平常的事，应该的。”
对于不久前获评的第四批江西省

“岗位学雷锋标兵”荣誉，徐林树如
是说。

一头猪亏200元“猪周期”迎下行拐点

抱团取暖 猪场托管成养殖新模式

让贫困孩童感受更多温暖
本报记者 吕玉玺

3月24日，每到双休
日，进入休渔期的新建区
南矶乡便迎来一批批游
客。当地政府积极整治
卫生环境，为游客提供当
地特色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让游客在鸟语花香中
体验鄱阳湖区旅游的独
特魅力，也给当地渔民带
来新的收入。

本报记者 涂序理
通讯员 涂欢摄影报道

鸟语花香客自来

在铜鼓县，大塅镇双红村 63
岁的钟兰奕是个传奇人物。他爱
好发明创造，又创办了多家企
业。最近，他发明的全自动切笋
机正式投放市场，取得不俗成
绩。他致力于技术创新，永不停
步的创业精神得到人们的夸赞。

记者来到双红村双红天然食品
有限公司时，钟兰奕正和两位工人
调试新生产的切笋机。见记者到
来，钟兰奕拿来浸透的笋干，放入传
输带。笋干经过8道刀口，被剖成
厚度为2毫米的薄片，再经过下一
道工序，被切成宽度为3毫米左右
的笋丝。

2014 年，钟兰奕接手村里这
家竹笋深加工厂。当时，剖笋、切
丝，都是工人手工完成。因为人
工成本太高，他开始琢磨一种剖
笋、切丝于一体的切笋机。“经过
半年研究，生产出了第一台切笋
机，效率能顶2名工人。4年来，我
不断改进，现在是第六代了。六
代机 1小时可以切 600公斤笋丝，
相当于50个工人的工作量。”钟兰
奕说。目前，钟兰奕以每台 26 万
元的价格售出了十余台六代机，
如今手头还有3个订单。

钟兰奕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但
他特别爱琢磨，成为当地有名的木
匠。1988年，他在村里办起了木器
厂，生产木衣夹。那时候，他就发
明了一台全自动木衣夹生产设备，

并获得了国家专利。1990年，钟兰
奕到深圳闯荡，进了一家模具厂务
工。后来，钟兰奕应聘到东泰模
具、华菱电器等公司任职。

2002 年，钟兰奕决定成立自
己的公司，专业生产塑料、五金模
具。当年春节过后，钟兰奕的比
亚达精密模具厂在深圳横岗正式
挂牌营业（两年后迁至东莞）。不
到半年，比亚达的产品成功进入
华为、富士康采购序列。“当我们
拿到第一单的时候，一家人激动
得眼泪都出来了。”钟兰奕说，后
来，比亚达跟富士康建立了更加
紧密的合作关系，富士康把企业
开到哪里，比亚达就把配套的模
具厂开到哪里。

如今，钟兰奕在重庆、上海、
南宁、东莞建立起了4家与富士康
配套的模具厂，员工近 2000 人。
此外，钟兰奕还在南宁成立花府
林泉木建筑投资有限公司，专注
于木构别墅的生产、安装、销售。

2009 年，钟兰奕把企业交给
儿女打理，自己回到铜鼓。2012
年后，他又成立江西花浒林泉生
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双
红天然食品有限公司，专做竹笋
软包装高端品牌。

回顾几十年的人生经历，钟
兰奕总结说：“活到老学到老，学
习成就事业，奋斗成就美好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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