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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
本报讯（见习记者宋思嘉）“在

我原来的印象里，一些高速公路服
务区脏乱差，服务区里的东西，又贵
又难吃。但上周回老家路过三百山
服务区后，我消除了成见。里面有
提供多种口味餐饮的餐馆，还有客
家文化和传统民俗展示区，就像一
个主题商场。”10月 22日，南昌市民
张新群感叹道。

近年，我省高速部门转变服务

区经营管理模式，引入特色小吃、精
美工艺品、品牌咖啡、潮流科技品、
特色农产品等，把从前只有餐厅、超
市、汽修、加油“老四样”的服务区变
成“主题驿站”，不仅实现了营业收
入的大幅增长，还有效带动了附近
贫困户就业。

“原来的服务区经营内容比较
单一，很多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很多人对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印象都
是饭难吃、队难排、脸难看、价格
高。如今，我们在餐饮方面，引入知
名快餐品牌和风味小吃。在休闲娱
乐方面，有福利彩票、科技体验店、

音乐咖啡馆等。同时，不同地方的
服务区有不同的地方特色，以商业
综合体为标准打造高速公路服务
区。”江西畅行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
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皓说。

作为高速公路的重要附属设施
和主要服务窗口，服务区是展示地方
形象的名片。我省高速部门从去年
起逐步将服务区转型升级，通过打造
品牌效应提升服务区的核心竞争
力。据了解，当前我省各高速公路服
务区共引进多类餐饮、休闲娱乐、汽
修品牌40余家。萍乡、三百山、盘古
山和庐山西海等试点推广服务区的

年营业收入均同比增长30%左右。
萍乡服务区负责人钟富平介

绍：“为保证司乘人员有更良好的体
验，我们对商家的食材原料、装修效
果和服务形象等各方面进行监督，
试点推行不设保底收益金的新合作
模式，不断探索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的新模式。”

据悉，为充分利用服务区人流
量大的优势，我省高速部门在不断
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还在服务区
内设立扶贫超市、驿购便利店等，为
附近的农副产品提供销售渠道，为
当地的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

“因患小儿麻痹症，我左腿残
疾，妻子也体弱多病。原先只能在
家养两头猪维持生计。来到服务区
做保洁工作后，不仅改善了我家的
经济状况，还不用外出打工，可照顾
到两个年幼的孩子，我真是太高兴
了。”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村民胡国
友说。在庐山西海服务区的30名工
勤人员中，像胡国友这样的贫困户
就有9人。

“我们要围绕乡村振兴，充分发
挥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平台效益与规
模效应，让我们的服务区为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潘皓说。

昔日“老四样”今朝种类多服务水平提高

我省一些高速服务区成了“主题驿站”

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
在瓷都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史上，一代代

陶瓷工匠的传承创新，让这座城市的千年窑
火生生不息，越烧越旺。

江山代有才人出。
景德镇市人社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

年，该市仅经人社部门认定的陶瓷类高技能
人才就有近 4000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最近该市的不少陶瓷文化创意企业，却面临

“一匠难求”的局面。

企业渴求优秀工匠
“现在，优秀工匠人才实在是太走俏

了！”说起工匠人才话题，景德镇成窑陶瓷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先生颇有感触。

前段时间，因生产需要，该公司高薪招
聘一名优秀的利坯师傅。颇费周折的是，
试用了十余名利坯师傅、耗费了四五万元
的人工工资和原材料后，才相中一人。这
名师傅还兼着另两家手工制瓷企业的利坯
工作，但为确保公司能生产出一流品质的
瓷器，李先生还是决定聘用他。

景德镇法蓝瓷实业有限公司是以生产艺
术装饰瓷为主的陶瓷企业，年产值上亿元。
今年，该公司加大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由
于手绘上彩人才紧缺影响生产，该公司的中
高端产品海外订单的完成正面临压力。该公
司事务部部长雷方春告诉记者，不仅很难在
短时间内招聘到经验丰富的手绘上彩人才，
还面临现有人才被“挖角”的尴尬。

9月下旬，记者在对成窑、法蓝瓷、陶艺工
坊、十门造等十几家陶瓷企业随机抽样采访
时发现，90%以上以生产手工陶瓷茶器或艺术
装饰瓷等产品为主的企业，都遭遇“一匠难
求”的难题。其中，工匠人才需求缺口最大的
达到近50人。种种迹象显示，优秀工匠人才
供不应求已导致这些陶瓷文化创意企业的生
产经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需求变化促人才走俏
景德镇是“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

都”，有数以万计的陶瓷工匠。究竟什么原
因导致优秀的工匠如此走俏？

近年，我国茶叶消费者群体逐年增加，
将景德镇陶瓷茶器产业逐渐送上“风口”。

景德镇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会长、诚德

轩瓷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元阳表示，从2014
年开始，随着名家艺术陶瓷市场下滑，许多
工艺美术人才开始进入茶器领域。目前，在
景德镇市，以生产茶器为主的注册陶瓷企业
有 3000多家，加上未登记注册的小作坊，以
生产茶器为主的企业和作坊超过 5000 家。
苏元阳认为，茶器行业的规模化发展催生优
秀工匠人才走俏。

“优秀工匠人才走俏也是千年瓷都魅力
衍生的结果。”有人认为，这一现象与近年大
量“景漂”涌入景德镇不无关联。

信息显示，来自世界多地的“景漂”一族
现已近3万人，有的从事瓷上绘画创作，有的
甚至带资金进入手工茶器生产行业。在生
产方面，大部分“景漂”艺术家负责瓷上绘画
创作，其他工序基本由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完
成。“景漂”不断涌入，对各类陶瓷工匠，形成
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景德镇陶艺工坊负责人尧长平表示，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和审美情趣不断提高，手工
陶瓷茶器等生活日用器的市场需求，正在由
低端走向高端。市场需求的变化带动了大
部分手工制瓷企业品牌、质量意识的提升，
这离不开优秀工匠人才的支撑。

大力培育优秀工匠
优秀工匠人才的集体走俏，既是工匠价

值回归的生动体现，也是景德镇城市转型发
展的必然。

记者从景德镇市发改委获悉，9月，该市
创建“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
已获国务院同意。这项对景德镇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战略，跨出最关键的一步。如何
让工匠人才队伍的成长壮大与陶瓷文化产
业、城市转型发展同频共振？业界人士认为，
景德镇的本土职业技术院校应针对企业需求
加大对“一专多能”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力度。
同时，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创意企业也可尝试
从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工作环境、劳动关系
等方面入手，逐步建立新型的工匠人才培养
模式和用工制度，不断适应市场带来的变化。

景德镇市人社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徐
国平表示，人社部门将创新工作方法，用好
各种政策，服务陶瓷技能人才的成长。同
时，将通过政府层面引导，授予贡献突出的
工匠人才各种荣誉，全面提升工匠人才的社
会地位，大力促进陶瓷传统技艺的传承创新
和优秀工匠人才队伍的发展壮大。

本报南丰讯 （记者邹晓华 通讯员
袁智）日前，南丰县居民桂小斌将一块
珍藏多年的《南丰曾君吴氏夫人墓志
铭》无偿捐赠给南丰县博物馆。经专家
考证，该墓志铭由王安石撰写、曾巩书
丹（泛指书写碑志），这是该县发现的又
一曾巩手迹，具有重要的文化研究价值
和文物考古价值。

据碑文记载，该墓志铭中所指的吴
氏夫人即曾巩生母，公元 992 年出生。
该墓志铭其文为王安石所撰，与王安石
的《临川先生文集》中的内容略有数字
之别，邹姓人士所刻，无书丹者落款。
南丰籍著名书法家、学者曾印泉先生为
此著文《南丰县新发现的曾巩母亲墓志
书法与曾巩〈局事帖〉之比较》，发表在

《中国书法》等权威书法杂志。文章认
为，该墓志铭书丹者为曾巩。

“我们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墓志铭
应是曾巩书丹。在宋代，儿子为父母亲
书丹墓志铭，一般不落款；如果不是子
女，为他人书丹墓志铭的有落款。比
如，曾巩兄长曾晔的墓志铭由曾巩撰
文，王子韶书丹，落款为王子韶的名
字。”南丰县博物馆馆长王永明介绍。

优秀工匠的价值
——从工匠人才走俏看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本报记者 王景萍

南丰发现
又一曾巩手迹

在奉新县会埠镇西庄村潦河旁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石牌楼——济美牌楼。
据悉，该牌楼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牌楼刻满形象生动的图案，牌楼内四方各层青石板上均有题记，刻有一千多

字的建牌楼始末。牌楼外四面均题有“济美”两字。据悉，四面形制的石牌楼全国极少，我省仅此一座。据记载，这是当时朝廷为表彰
奉新华林胡氏家族成员赈饥、办书院、修桥等善行而修建的。历经400多年风雨，这个牌楼已成当地著名的文化景观，吸引不少游客
参观旅游。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国考”报名首日
涉赣岗位30人成功报名

本报讯 （记者刘斐）10 月 22 日，2019 年度
国家公务员招录网报的第一天。截至当日 16
时，工作地点在我省的职位共报名 1010 人，其
中通过审核的有 30 人，有 250 个职位无人通过
审核。

根据招录职位表，此次有13家中央驻赣单
位招录292人，共设岗位258个。

截至 10 月 22 日 16 时，报名人数排名前三
的招录单位依次是：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
局、南昌铁路公安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
队，报名总人数达 742 人，占总缴费人数的
73.4%。

记者注意到，截至 22 日 16 时，工作地点在
江西省的职位中有67个无人报名。

本报讯 （记者陈璋）赣江新区
供冷供热项目是我省今年重点建设
项目。10 月 22 日，记者获悉，赣江
新区智慧能源合资公司与赣江开发
投资公司和金开集团近日正式签订
了正式供能合同，标志着赣江新区
供冷供热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

根据赣江新区总体规划和儒乐
湖新城规划，供冷供热面积总计约
1263万平方米。按新区能源专项规
划方案，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拟
建范围为儒乐湖新城以及临空区福

银高速以南区域；二期规划扩展至
儒乐湖新城工业区、临空新城及桑
海工业园。

据了解，当前儒乐湖新城区域供
冷供热项目拟采用新昌电厂循环水
的区域供能方案，从新昌电厂（儒乐
湖新城西北方向约7公里）引出热力
主管网至新城各能源站进行供能，通
过能源站和二级管网将冷热水输送
到居住、公共设施和商业用户。

据统计，项目一期总投资约
18.11亿元，规划建设10座能源站，其

中儒乐湖新城区域建8个能源站，临
空直管区建 2 个能源站。建设主管
网2×22.85公里，建设能源站配套管
网2× 42.8公里，项目资本金20%，其
余为银行贷款，项目建设工期8年。

据介绍，赣江新区供冷供热项
目采用的技术方案为区域供能，相
比用户自建冷热源，该技术可让用
户仅需采购换热器、循环水泵及配
套管件，设备造价大幅下降。冷热
源部分用电全部不在单体建筑内，
主要设备仅循环水泵耗电，从而大

幅降低变配电设备投资。同时，项
目仅需设用户换热间，取消制冷机
房、锅炉房及冷却塔，相应土建成本
大幅下降。

此外，项目还能解放室外空调设
备场地，空调冷热源设备也仅限于换
热间，实现噪声可控，耗水量少，排污
少，采用区域供冷供热的总投资仅为
自建传统冷热源的70%左右。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能源销售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域集中供
能具有能源综合利用效率高、节能环

保等优势，是典型的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型的能源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近年来备受青睐。“此次项目推荐方
案以新昌电厂作为热源依托，在新城
建设区域集中供冷供热的综合供能
系统，对降低新昌电厂发电煤耗具有
积极作用，间接降低新昌电厂的能耗
与排放，改善地区环境质量。”该负责
人说，发展综合智慧能源，可准确把
握供热行业动态，改善存量，推动增
量，挖掘智慧供能业务潜在效率，实
现综合效益最大化。

项目敲定 赣江新区供冷供热有谱了
采用区域供能技术 主要设备仅循环水泵耗电

“人民币发行70周年纪念展”来南昌了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人民币今年 70 岁

了！第一套人民币在 1948 年 12 月 1 日正式发
行，这也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日子。中国人
民银行成立暨人民币发行70周年，由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金银局主办的“中国名片——人民币
发行 70周年纪念展”，10月 24日起在省展览中
心与观众见面。其中，第二套三元纸币、迎接新
世纪纪念钞、人民币设计稿、12.5公斤国际标准
金锭、10公斤千禧年纪念金币等众多难得一见
的珍品将会展出。

据了解，展览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分
十大板块，以实物和图片为主，兼具文献、音
频、视频、互动体验等形式，展出新中国成立以
来发行的五套人民币、普通纪念币、纪念钞、贵
金属纪念币等珍贵展品 500余件。

为让市民进一步了解中国人民币的发展
历史，10 月 26 日，钱币研究、设计专家将开展
货币文化知识的专业讲座。展区内还特别设
置精彩有趣的互动游戏环节，抱金砖、钱币火
锅、手打章、拓印交子、魔法交互镜、钞有钱点
钞体验、好眼力真假币辨别等，市民可亲身感
受货币的魅力，在欢乐的互动游戏中了解人民
币、如何识别假钞假币。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展览已在石家庄、西安、深圳、西宁顺利
展出，南昌站是第五站，随后还将在济南、海口、
重庆、南京、北京等多个城市继续巡展。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认定有章可循
本报讯 （记者刘斐）10 月 21 日，记者从省

人社厅获悉，我省近日印发《江西省省级人力资
源服务产业园评估认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对“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进行了
明确的定义。

《暂行办法》指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是
指以人力资源服务业为主业态，以促进人力资
源和人才有效开发与优化配置为方向，以“服务
当地、辐射周边、集聚产业、协同创新”为功能定
位，以促进就业创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
标，集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与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为一体，由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及配套机构在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特定功能性
载体。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实行政府申
报、专家评估、择优认定等程序，需提交申请报
告、可行性论证及发展报告、入驻机构相关材料
等申报材料。

为加强对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管理
监督，《暂行办法》指出，地方政府负责省级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的管理工作。要明确相应的管
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园区日常管理工作；要整
合人才、就业、社保、财税、金融等公共服务资
源，为园区发展提供服务保障；要加大对园区的
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力度，在政府购买公共服
务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与

乐安维修革命旧址
本报乐安讯（通讯员黄煜）日前，乐安县投

入 710 万元保护维修的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
“大湖坪整编旧址”修缮完成，该旧址将作为井
冈山干部学院的现场教学点。

今年以来，该县共投入资金 3144 万元，对
大湖坪整编旧址、登仙桥大捷旧址、红三军团宣
传部旧址、红色标语保护建筑等27处原中央苏
区革命旧址旧居开展抢救性保护维修，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

这个牌楼
非常独特

15名退伍老兵重走长征路
本报于都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黄长生）

10 月 17 日，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84 周年纪念
日。傍晚时分，来自北京、山东、甘肃、南昌等地
的 15 名退伍老兵集结于都，登船渡过于都河，
沿着当年红军走过的地方，开展以“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为主题的重走长征路活动。

在红色遗址旁，老兵们驻足留影；在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他们聆听红色故事。大
家表示，长征精神将激励着自己做好每一件事
情，走好自己的新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