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赵影）近日，
阿里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淘宝村
研究报告（2018）》。报告显示，
全国淘宝村达3202个、淘宝镇达
363 个。其中，我省共有淘宝村
12 个，创历年新高，淘宝村总数
在全国位列第八，在中部六省中
排第二，仅次于河南。

根据报告，今年我省的淘宝
村分布在赣州、吉安、景德镇、
九江、南昌、上饶 6 地，其中赣
州 3 个，吉安、景德镇、九江、南
昌各 2 个，上饶 1 个。具体名单
为：赣州南康区龙岭镇龙岭村、
寻乌县长宁镇城北村、章贡区
沙石镇吉埠村；吉安新干县金
川镇文家村、永丰县恩江镇花
园村；景德镇昌江区吕蒙乡石
岭村、昌江区新枫街道三河村；
九江庐山市横塘镇红星村、庐
山市温泉镇隘口村；南昌市进
贤县李渡镇大道社区、南昌县
昌东镇瑶湖村；上饶德兴市新
岗山镇体泉村。

近几年，随着农村电商和相
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壮大，我省淘
宝村从 2015 年的 3 个增至 2018
年的 12 个，形成羽绒、陶瓷、箱
包、家具、农产品等区域性特色
电商产业链。不过，记者也注意
到，我省淘宝村数量“集群效应”
暂 未 凸 显 ，我 省 淘 宝 镇 数 量
为零。

据了解，淘宝村是指活跃网
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

上、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到 1000
万元以上的村庄。当一个镇、乡
或街道淘宝村数量大于或等于 3
个，即形成淘宝镇。相对来说，
淘宝镇“力量”更为强大，具备更
加显著的规模效应，创业氛围和
产业辐射更强。

就阿里研究院报告数据来
看，淘宝村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现
裂变式扩散、集群化发展的特
征。今年，浙江省淘宝村数量为
1172个，淘宝镇数量为128个；广
东省淘宝村数量为 614 个，淘宝
镇数量为74个；江苏省淘宝村数
量为 452 个，淘宝镇数量为 50
个。中部六省中，河南省淘宝村
数量为50个，也是唯一形成淘宝
镇的中部省份，淘宝镇数量为
3个。

我省电商人士表示，受益
于政府推动和市场需求，网络
销售、电商产业的发展对线下
的地方经济、文化旅游产业发
展带来利好，“从每年‘双十一’
的销售额就能看出淘宝村发展
对农民增收产生的实效。”但同
时，淘宝村发展也面临一些制
约，该人士表示，优秀的电商人
才、完善的电商服务、优质品牌
建立、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以
及同质化竞争等，都是急需探
索解决的问题。“电商转型升级
才利于保持稳定的利润，也利
于淘宝村、淘宝镇健康、长久发
展。”

本报讯 （记者刘斐）11 月 8
日，记者从省邮政管理局获悉，综
合分析全年的发展形势、上游业务
放量和主要快递企业服务能力，预
计今年全省“双十一”期间收投总
量将突破 1亿件，比去年同期增长
40%，其中收寄量将达到 4000 万
件，投递量将达到6000万件。

据预测，今年“双十一”期间单
日最高处理快件量将近 1200 万
件，是日常处理量的 3倍。省邮政
局相关负责人指出，由于 11 月 11
日当日消费者点击量最大，交易量
最大，快递企业需根据自身的承受
能力错峰处理“双十一”期间的快

件。同时，要强化快递与电商之间
的协同，电商企业加强上游流量控
制，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按照各自
实际能力揽收。

记者了解到，今年，我省邮政
全行业新增处理场地 19 万平方
米；新增分拣流水线165条；新增X
光安检设备 34 台、干线运输车辆
558台、人员 6000多人。同时租赁
了大量临时处理场地，招聘了大批
临时人员参与快件处理。

“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寄递安全
主体责任，严格落实收寄验视、实
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坚持
旺季实名收寄和收寄验视要求不

降低。”据介绍，邮管部门还要求企
业需加强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生
产秩序管理，督促企业强化临时雇
佣人员上岗安全培训。同时，将加
大宣传力度，提醒消费者不要寄递
各类禁寄物品，并将对在邮件快件
中故意隐匿、夹带禁止寄递或限制
寄递物品的，移交公安机关等部门
依法处理。

此外，省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
心将通过 12305 电话申诉和邮政
业网上申诉平台，集中受理全省旺
季期间消费者申诉和违法举报，按
规定时限做好申诉问题的处理。
同时，将进一步强化监管和申诉联

动工作机制，查处严重侵害消费者
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据悉，今年以来，我省邮政业
特别是快递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势头。截至 9月份，全省快递业务
量累计为 4.78 亿件，同比增长近
44.85%；业务收入累计为 49.4 亿
元，同比增长近 40.26%，排全国第
9 名，是我省今年前三季度 GDP
增幅的 6.8 倍。其中，国际及港澳
台业务量累计为 1019.7 万件，同
比增长 93.82%。预计全年快递业
务量将达到 5.87 亿件，快递业务
收入将达 53.9 亿元，投递量将达
7.2亿件。

在业务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
省快递业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稳
步提升。省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全省快递服务网点
乡镇 100%全覆盖，农村快递服务
体系基本建成；高校快递规范化服
务实现了 100%全覆盖；城市末端
综合配送平台建成 2824 处，智能
快件柜建成 6241 组；全行业自动
化分拣设备、自动化传输流水线等
大量运用，科技化信息化水平稳步
提升。全省快递服务有效申诉率
为每百万件2.4件，比去年同期下
降 70.3%，公众对快递服务质量的
满意度稳步提升。

省邮政管理局预测——

“双十一”期间快递收投将超1亿件

11月7日，庐山市横塘镇红星羽绒
电商创业园内的小人物童装店店主漆元
勇使用13部手机忙着与客户联系。“双十
一”将至，他每天通过微信销售童装1000
余件。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淘宝村里网销忙

““双十一双十一””关注

我省淘宝村达12个
位列全国第八
集群效应暂未凸显 淘宝镇期待“破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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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赣企跻身“中国承包商80强”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 通讯员唐爱群）11

月8日，2018“中国承包商80强和工程设计企
业60强”颁奖典礼在南昌举办，我省5家企业
入选“中国承包商80强”榜单。

此次入榜的江西企业分别是：中恒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54位）、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
限责任公司（57位）、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
责任公司（64 位）、中大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71位）、发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75位）。

据悉，“中国承包商 80 强和工程设计企
业 60 强”是由我国《建筑时报》和美国《工程
新闻纪录》杂志合作举办的排名活动，已连
续举办15年，在业内具有广泛影响力。

种田施啥肥 手机APP提建议
本报瑞昌讯 （记者何深宝 通讯员卢再

杰）11月5日，瑞昌市横港镇科技示范户范小
敏，打开手机上的测土配方施肥APP服务系
统后，输入种植油菜的水田编号，认真阅读
该水田的施肥建议。

瑞昌市充分利用“江西 12316”手机平
台，把测土配方施肥数据库与土地确权数据
库进行融合，在全省率先开发出测土配方施
肥手机 APP 服务系统，向全市农技干部、科
技示范户推广应用。目前，该市所有农技干
部和80%的科技示范户下载并使用该系统。

为提高测土配方施肥覆盖面，该市对全
市的耕地进行土样采集，化验各类土样的PH
值、有机质、氮磷钾含量情况。同时，建立耕
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根据各个监测点的
耕地质量变化情况优化施肥配方，并将其输
入测土配方施肥手机APP服务系统，实现化
肥减量、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目标。

黎川整治环境打造靓丽城乡
本报黎川讯 （通讯员熊云、崔灿）今年

以来，黎川整合各类资金 5 亿余元投入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如今，黎川城乡道路干净整
洁，村庄秀美，呈现出一幅靓丽城乡新画卷。

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该县强力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专项治理工作，新建农村生活
垃圾转运转 43座，新增垃圾清运车辆 31辆，
聘请保洁员599名；开展“两违”建筑清理，全
县累计拆除城乡“两违”建筑64栋，拆除猪牛
栏、危旧空心房等130余万平方米，拆除各类
临时构筑物等 1000 余个。开展城区背街小
巷改造、路灯EMC节能改造、农村房屋立面
美化等工程，亮化美化城乡。

爱心人士组团认购贫困户橘子
本报南昌讯（记者徐黎明）11月4日，看

到压满枝头的橘子销售一空，南昌市新建区
乐化镇金盘村贫困户万常琚紧锁的眉头终
于舒展开来。

上世纪90年代，万常琚在自留地上种了
100 多棵橘子树。几年前，夫妇俩被检查出
患有多种疾病，两人光是看病一年就花掉两
万多元，因病致贫。今年秋季，枝头上又挂
满了金黄的橘子，可是由于行动不便，加上
信息不畅通，万常琚无法将橘子变现，非常
焦急。

正一筹莫展时，当地村干部和爱心人士
为他跑市场，几天下来，数千公斤橘子被销售
出去。上周，又有一批橘子卖出去，新建区新
生代企业家商会的爱心企业家们前往他家，
把剩下的1000多公斤橘子认购一空。

“廉文化进工地”助力精品工程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李腾）11月7日，南

昌经开区、南昌金开集团、南昌金开项目建
设管理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联合举行“共
建优质精品工程”签约活动。

活动包括宣读《关于开展“廉文化进工
地”活动的方案》、观看警示教育片、签订廉
洁共建协议书、颁发“廉洁监督员”证书等。
此活动以“支部建在项目上、岗位设在一线
上、廉洁抓在共建上、文明洒在心田上”为抓
手，以廉洁共建促文明之风养成，为创建优
质精品工程提供坚强保障。

新余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

11月7日，市民在新余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办理业务。新余市推进服务便民化改革，
推行业务受理一窗化，将原来不动产涉及的
房管、税务、国土等整合成一个综合窗口，让
群众“最多跑一次”。 通讯员 王建刚摄

本报讯 （记者齐美煜）11 月 8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省人大法
制委、省妇儿工委办、省妇联联合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西省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日前正式出台，12月1日将正式生效
实施。据悉，我省是继重庆市等省
市后，在全国第四个推出家庭教育
法规的省份。

明确家庭教育直接责
任主体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条例明确
了家庭教育的直接责任主体，规定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家
庭教育负有直接责任，依法享有教
育未成年人的权利，承担教育未成
年人的义务。

未成年人父母离异的，离异双
方应当相互配合，继续履行对子女
的教育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因离
异而不履行教育子女的义务。继父
母、养父母应当对受其抚养教育的
未成年继子女、养子女履行家庭教
育义务。

每年五月的第四周为
家庭教育宣传周

条例规定，每年五月的第四周
为本省的家庭教育宣传周。

条例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家风家教场所建设，开展家风
家教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村（居）民
委员会可以利用公共文化、名人旧
居等场所开设家风家教家训馆，开
展相关教育活动。

此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运用各种宣传方式，营造家庭教育
文化氛围。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
服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可以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方式，向符
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购
买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建立家长学校和家长
委员会

条例明确了学前教育、初等教
育和中等教育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

职能作用，要求这些学校建立家长
学校，并通过家长会、家访、家长开
放日、家长接待日等形式，定期组织
家长交流家庭教育信息、提供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开展家庭教育实践
活动。其中，学前教育的家长学校
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和两次亲子实践活动。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的家长学校每学期至少组
织一次家庭教育指导和一次家庭教
育实践活动。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
育学校应当建立家长委员会，推进
家校合作，沟通、协调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

办理婚姻登记时应进
行家庭教育宣传指导

条 例 提 出 ，妇 女 之 家 、儿 童

之 家 、妇 女 儿 童 活 动 中 心 、青 少
年 活 动 中 心 、青 少 年 宫 、公 共 图
书馆、科技馆、家风家教馆等，应
当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有条件
的 应 当 建 立 家 庭 教 育 指 导 服 务
站点。

婚姻登记机构在办理结婚、离
婚登记时，应当进行家庭教育宣传
指导。鼓励依法设立公益性家庭
教育基金，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家庭
教育基金捐赠，支持家庭教育事业
发展。

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的机构和
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接受有关
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得宣传封建迷
信、邪教、暴力、色情等非法内容，
不得泄露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成员
隐私，不得唆使、引诱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

《江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12月1日实施

中小学幼儿园应建家长学校和家长委员会
未成年人父母不得因离异不履行教育子女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