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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采访资溪面包产业城建设
情况时，资溪面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老总付细明介绍说，他与另外几个返
乡创业者共同发起打造集面包、肉制
品、月饼、松饼、粽子等生产于一体的产
业集团，推动资溪面包产业的提档升
级。之所以回到这片故土来创业，就是
因为资溪的绿水青山好环境和面包产
业的特色基础。

资溪有“中国天然氧吧”之誉，绿色
生态是这里最好的品牌，而该县的面包
产业又叫响了全国。这两大特色优势
的叠加，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资源和资

本。资溪面包产业城的建设给予我们
的启示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环境好的地方更吸引人来投资发展。
大力优化创新创业生态，调动各类创新
创业主体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形成投资
洼地、产业高地的积极效应。

好环境能够集聚发展新动能。生
态经济也是一种“候鸟经济”，哪里的
环境气候适宜、哪里就有发展的生态
空间，相关投资人就会到哪里落户发
展。资溪面包产业城建设已经有了一
个良好的开端，返乡创业者造福桑梓
的选择，很重要的一点还是有利于发
展的人文与生态环境在起作用。因
此，我们必须保护好发展好那些管长
远、打基础的好环境，为“候鸟经济”筑
生态暖巢，使创新创业的激情争相迸
发，最终推动特色产业“小盆景”长成

“参天大树”。

为“候鸟经济”筑生态暖巢
陈青峰

夏季石城，花海如潮。与一浪又一
浪花海相呼应的，是一批接一批的项目
建设热潮。

站在新起点，石城县坚持把暖氛
围、暖环境、暖民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举措，持续扩大开放，着力优
化环境，增进民生福祉，致力把石城建
设成客商向往、游客留恋、居民认同的

“温暖的城市”，让“温暖石城”成为又一
张响亮名片。

做“热”温泉产业
连日来，总投资30亿元的石城天沐

温泉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建设现场一
派忙碌景象。该项目的开工建设，为打
造“温暖石城”名片增添了新的动能。

石城是“中国温泉之乡”，生态环境
优越，气候清爽宜人，温泉资源遍布全
县。做“热”温泉产业，能让石城迅速成
为吸引人气、汇聚财气的发展旺地。

把做“热”温泉产业作为主攻点，该
县紧扣打造“温暖石城”新定位，今年初
启动申报创建“中国温泉之城”，不断加
大投资力度，加快推进睦富森林温泉、
坝口天沐温泉、大畲花海温泉、九寨峡
谷温泉二期、城北都市方舟温泉等项目
建设，着力打造温泉产业集群带，使温

泉产业成为石城旅游业的“引爆点”和
核心驱动力。

为让温泉产业成为“温暖石城”最
具热度的标签，该县以旅游业为“磁力
棒”，做好“温泉+”“+温泉”大文章，联
动县内文化产业、运动产业、康养产业
等相关产业融合升级，做“新”业态，做

“长”链条，用力擦亮“中国温泉之城”品
牌。

目前，石城九寨温泉度假区、花海
温泉度假区已投入运营。随着高速路
网的不断完善，温泉旅游成了周边游客
的首选和热门产品。今年一季度，全县
接待游客 16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 8.0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4.44%和
64.23%。

做“暖”营商环境
总投资4亿元的石城未来科技教育

文化城项目从洽谈、签约到落地，仅用
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该项目负责人潘
国伟见证了石城诚心招商、热心待商、
暖心助商的用心与决心。

高质量发展需要暖环境作支撑。
石城牢固树立“抓环境就是抓发展”的
理念，把环境优化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
的核心抓手，以环境之优抢占发展先

机，全力筑好发展“暖巢”。
作风，是营商环境的试金石。“工作

是否落实了？执行是否高效了？服务
是否到位了……”该县领导干部淬炼过
硬作风，深入一线，靠前服务，帮企业解
决用地、融资、招工等难题，让客商在石
城安心投资、舒心创业。

拼服务，成为石城最激越的主旋
律。该县出台优化发展环境 50 条，深
入推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用
真金白银为企业降本减负，去年以来
为企业减负约 0.5 亿元。全面深化“放
管服”改革，大力推行审批服务“马上
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推出

“一次不跑”事项 42 项、“一次办结”事
项 307 项，致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
低、服务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
环境。

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让石城迅速
成为投资兴业的“热土”。随着新百伦
领跑、天沐温泉、壹城科技等一大批企
业相继落户石城，该县“洼地效应”日渐
凸显。

做“厚”民生底色
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石城把

改善民生、温暖民心作为落脚点，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等方面不断加大民生投
入，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满怀深情办好民生实事，该县去年
完成扶贫投入 20.08亿元，1.7万人实现
年内脱贫；实施农村安全饮水工程 113
个，惠及群众 13万人；培育创业致富带
头人，带动 4200 余名群众增收；实施非
贫困人口大病医疗补充保险，减轻参保
对象大病住院负担60%以上……

从大处泼墨，更从细处着笔。该县
进一步围绕办好民生 50件实事，为“温
暖石城”增添温度：扎实推进城乡学校
建设三年行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大力推进九大片区棚户区（城中村）
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全面推进“三
城同创”和城市功能修补行动工程，提
升城市品质……一桩桩民生实事，铺就
幸福民生底色，也提振了石城人民对改
革发展的信心。

舍得民生投入，写好民生答卷。
去年，该县教育等 13 项民生类支出
24.3 亿元，保持平均 31%的高增长速
度。沉甸甸的数字，折射出石城“民生
至上”的态度和力度，更彰显出民生的
温度和厚度。

让“温暖石城”成为响亮名片
赖旭辉 本报记者 鄢朝晖

有人说，他是一位“拼命三郎”，工
作起来不分昼夜，废寝忘食；有人说，他
是一位“活雷锋”，帮助他人不遗余力，
尽心尽责……他叫涂国良，是南昌县幽
兰镇人社所所长，兼任新荣村第一书
记。作为人社系统的一名基层扶贫干
部，他把全镇的就业扶贫任务扛在肩上，
奔走在企业和贫困户之间，为贫困户和
用人企业之间搭建起一座就业“桥梁”。

为了帮助贫困户在家门口找到一
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解决他们的就业
问题，涂国良跑遍了全镇所有的企业，
每一家企业里都留下了他与老板沟通
的身影。新庄村村民涂国清是个残疾
人，腿脚不方便，妻子李兰香又患有精
神病，家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

家庭特别困难。涂国良得知情况后，
立马与南昌昱华针织有限公司联系，
帮助涂国清在那里谋得了一份工作。
后来，经过涂国良多次上门沟通，南昌
昱华针织有限公司还专门设立了扶贫
车间。

江陂村的村民高国金是一名五保
户，每月的生活仅靠五保金维持，生活
质量不高。今年3月，在得知永固实业
有限公司需要请临时工做保洁工作
时，涂国良立马向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了高国金的情况，并自己送高国金到
公司面试、签合同。现在，高国金对这
份工作很满意。“上班时间不受限制，
按小时计工资，薪酬也不错。”他说，

“有了这份工作，日子过得是越来越好

了，涂所长还会经常来嘘寒问暖，特别
贴心。”

近年来，南昌县非常重视就业扶
贫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幽兰镇人社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拓
展思维，创新方法，针对农村贫困劳动
力的特点和农村公共服务用人需求，
多渠道促进贫困户就业创业，从开展
培训、开创扶贫车间和扶贫专岗等三
个方面助力贫困户脱贫。2019 年，幽
兰镇人社所在涂国良的带领下，结合
幽兰镇与南昌县统战系统共同开展的

“同心共建美丽乡村示范点”工作，开
发扶贫专岗83个。同时，在印智航天、
荷溪花卉、昱华针织等4家非公企业的
大力支持下，打造了 4 个扶贫车间，吸

纳了 18 位贫困人员就业。通过培训，
介绍贫困人员到江铃、煌上煌等大企
业就业人数达 20 余人，到小蓝工业园
就业人数达 40余人，还有 30余人通过
培训被就近推荐到幽兰镇各村小组从
事环卫保洁工作。

一点一滴见真情。在就业扶贫中，
涂国良总是忙着为企业和贫困户牵线搭
桥，把温情送到群众的心坎上，赢得了群
众尊重和信任。因此，他也被当地贫困
户亲切地称为“桥梁”所长。 （刘 婧）

扶贫路上的“桥梁”所长

南昌县脱贫攻坚在行动

▲5月13日，安福县严田镇神元村村民在种植森林药材粉防己。神元村
粉防己种植基地是江西省森林药材科技示范基地，建设面积100亩。近年来，
安福县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扶持国有林场、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发展各类森林药材产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特约通讯员 刘丽强摄

▼5月9日，樟树市洲
上乡小洲村村民在中药材
基地采摘车前子。洲上乡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 万
亩，涉及车前子、枳壳、麦
冬、丹参、苦参、蔓荆子等
10余个品种，成为带动群
众增收的产业。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近日，九江市首届青年创业文化节
开幕，为荣获国家、省、市级星创天地，
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和创业孵化
基地企业授牌，并对13个青年创新创业
孵化平台发放政策扶持资金 636 万元，
掀起了新一轮创新创业创造的热潮。

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营造鼓励创业氛围

都昌县团县委袁奇是当地一名爱
心青年。8 年来，他无偿为都昌太阳村
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做志愿服务, 负
责组织活动、宣传策划及筹集爱心善
款。在九江市首届青年创业文化节
上，袁奇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本土
青年创业产品品牌推广员。为策应乡
村振兴、精准扶贫工作，在九江市首届

青年创业文化节现场，邀请全市 13 名
县（市、区）团委书记担任本土青年创
业产品品牌推广员，对接帮扶一个本
地农村青年创业产业，提升农产品品
牌价值和市场影响力。

今年 3 月，九江市建立了市级支持
青年创新创业联席会议制度，并召开
了支持青年创新创业联席会第一次会
议，成员单位涵盖市直相关职能部门、
县（市、区）和高校近 40 家单位。会议
梳理了近三年国家、省、市等各级各部
门出台的关于扶持青年创新创业的系
列政策，并将各部门零散的扶持政策
整合起来，构建云端扶持政策“聚集平
台”，最大限度地发挥扶持政策的价值
和效益。九江市还不断做好“加减
法”，通过加责任、加服务、加热情，减

税费、减手续、减流程，营造有利于创
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促进九
江创新创业创造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

厚植良性发展土壤
提升创新核心动力

在九江市首届青年创业文化节开幕
式现场，由九江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发起
成立的九江青年创客联盟，吸纳了一大
批朝气蓬勃的创业青年。青年创客联盟
将整合运用政府、企业、高校、媒体资源，
为创业青年指引方向、答疑解惑、互通交
流，提升创新核心竞争力，目前已加入20
余名协会会员及众多创业青年。

近年来，九江市整合全市青年创业
孵化基地建设，实施一系列的创业孵化

优惠政策，帮助青年创新创业起好头、
迈好步。目前，有科技企业孵化器 22
家、双创示范基地 2 家、创业孵化基地
35 家、众创空间 35 家、星创天地 11 家、
青创空间 1 家。九江市还积极厚植土
壤，创建鄱阳湖生态科技城，大力培育
新科技、新产业、新动能、新经济，打造
绿色生态示范区、科技创新引领区、体
制机制创新区。

九江市积极做好人才培育工作，通
过建立青年人才联谊会、实施青年人才
回归计划、建立九江籍在外青年人才
库、组织青年人才先锋讲课等多种举
措，培养青年人才队伍，实现以创新引
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鼓励青年创新
创业创造，增强经济内生动力，推动九
江经济发展。

创新创业创造迸发活力
——九江扶持青年创业侧记

杨 帆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子）日前，一
架 B747 型全货运包机搭载 96 吨服装、
小型设备等货物飞往比利时列日市。
这条“南昌-列日”洲际货运航线自今年
1月 18日首航以来，已 44次执行飞行任
务。开通短短 4 个多月，这条航线见证
了南昌航空口岸货运的飞速增长。

据南昌海关统计，1 至 4 月，南昌海
关监管进出境全货运包机 198 架次，监
管进出境货物4457吨，国际货运量同比
增长 990.5%，创历史新高。一季度监管
进出境全货运包机 131 班次，监管进出
境货物 2088.6 吨，国际货运量超去年全
年总量。

以往，南昌市约 60%的空运出口货

物通过广州、上海等其他口岸进行中
转，现在通过货运包机便可在南昌航空
口岸直接出口，这很大程度上节约了企
业的时间和成本。

目前，南昌航空口岸国际货运共开
通“南昌-列日”“南昌-香港”两条包机
航线。新的航线与出口密集的生产企
业迅速“擦出火花”，当前已有超过 100
家企业签约使用。

从 5 月份开始，南昌空港全货运包
机将加密至 1周 3班，南昌海关将以“进
境与沿海同价到港、出境与沿海同价起
运、通关与沿海同样效率”为目标，优化
监管模式，提升通关效率，推动南昌空
港国际货运大发展、口岸开放再提升。

高效通关让南昌航空货运“飞”起来
一季度国际货运量超去年全年

本报讯（记者杨碧玉）5月15日，记
者从南方林业产权交易所获悉，我省重
点林区县的乡、村林权流转服务窗口试
点建设，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打通了服
务林农“最后一公里”。

省林业局升级改造了林权流转管
理服务系统，将八项服务功能及县、乡
服务角色权限协同服务机制嵌入系统，
可实现林农办事一网申请、乡级服务窗

口一网受理和县级窗口一网办结。全
省大部分县级林权管理服务中心已开
展了林权流转交易、项目发布、合同鉴
证及备案、流转合同纠纷调解、档案查
询、信用档案建立服务。目前，全省共
有 75 个县（市、区）开展了乡村服务窗
口建设，共建设了 1830 个乡村林权流
转服务窗口，其中乡级 433 个、村级
1397个。

林权流转服务窗口试点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

我省打通服务林农“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记者林雍）近日，省市场
监管局、省教育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
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市场监管
局、教育局，各大中专院校，开展2019年
度“护校行动”。

在“护校行动”中，各学校食堂、对
外承包或委托经营食堂、学生用餐配送
单位及学校食品超市要做到 100%持证
经营，学校食堂自行采购的零星食材，
要坚持采购定点、渠道正规的原则，防

止“三无”食品和假冒伪劣、腐败变质及
过期食材进校园。严禁采购、储存、使
用亚硝酸盐，严禁添加非食用物质加工
食品，不得滥用食品添加剂。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深入学校食堂
指导工作，力争2020年底前全部学校食
堂达到B级以上水平。要开展学校食堂
开放活动，主动邀请师生家长、媒体等参
观学校食堂，将食品制作加工场所和过程

“亮出来、晒出来”，让家长和社会放心。

全省开展2019年度“护校行动”

日前，芦溪县工业园区电瓷产业基地，机械臂正在搬运材料。当地引进先进
的生产技术，推动传统电瓷产业的创新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和品牌效应。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新干讯 （通讯员李细兰、范雅
芬、彭建新）来自新干县溧江镇上凰山
村乡友、东莞市宏亿美纸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敖国新，在新干县河西工业园开办
了江西宏亿美文具用品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文具用品，目前已在试产；来自新
干县七琴金联村乡友、江西和盛新材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邓海云，已向当地
政府申请了园区项目进区会审……今
年，新干县深入开展“三请三回”活动引
凤还巢，诚邀乡友、校友、战友“三友”回
乡投资兴业，同心协力助推新干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为扎实推进“三请三回”活动，新干

县倾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
最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环境，全
力支持“三友”创新创业。目前，部分

“三友”已签订投资协议14个、达成投资
意向3个。

一直以来，新干县高度重视新干籍
在外人士对家乡建设的作用，充分利用
他们的技术、人脉和资金优势，积极引
导他们抱团返乡创业，并出台了多条鼓
励举措、多种优惠政策，实施返乡创业
工程。截至目前，全县千余名在外创业
者返乡创业，在县内建起箱包皮具、玻
璃灯饰、机械机电等特色产业城，极大
地推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深入开展“三请三回”活动

新干引凤还巢助推高质量发展

发展药材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