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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武明）如何在高校与企业之间搭
建精准的技术供需平台？近年来，井冈山大学建立了

“高校—科技园—企业”三方联动的科技成果筛选机
制，以农业科技园为平台，将学校的科技成果与企业
的技术需求同时“摆”出来，由企业根据需求对科技成
果进行“点单”。目前，该校在农业生物产业领域为企
业提供的 20 多项科技成果已经取得成效，另有 50 多
项还在深入研发，有力推动了当地“百县百园”建设工
程。

经过多年积累，井冈山大学形成了一支以博士为
主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团队，组建了吉安市现代
农林种质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团队以区域
性农业生产和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主攻方向，开展优质
特色农林植物组培脱毒快繁、水稻遗传育种和珍稀花
卉苗木引种驯化等方面的技术研发，形成了区域性的

技术高地。
去年，我省启动“百县百园”建设工程。井冈山大

学从中看到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契机，主动联系地
方政府和企业，建立起包括学校、农业科技园、园区企
业三方在内的协同创新体。学校科研人员将科技成
果进行分类，拿出来与企业共享。

按照约定，对与当前生产高度契合的科技成果，
企业可直接用于生产，并在农业科技园的组织下，联
合学校科研人员对当地生产者开展技术培训；对有市
场潜力但暂不成熟的科技成果，由学校与各农业科技
园签订协同创新协议，组建包括学校与企业技术人员
在内的联合团队，进行定向精准攻关。创新体先后针
对龙牙百合、遂川狗牯脑茶叶、猕猴桃等脱毒种苗繁
育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协同创新，联合攻克了一批核
心技术，形成了良好的生产力。

通过“高校—科技园—企业”联动机制，井冈山大
学研发的山葵、井冈皇菊、红心猕猴桃等组培脱毒快
繁技术，已经在园区内企业实现了成果转化。其中，
首批 3万株井冈皇菊组培脱毒种苗交给农户试种后，
病虫害明显减少，增产 20%以上；红心猕猴桃主栽品
种“红阳”的组培脱毒快繁苗得到当地果农的普遍认
可，取得了较好的栽培效果；井冈蜜柚的脱毒组培关
键技术研究，已成功获得首批脱毒嫁接苗，并提供给
农户试种。

井冈山大学相关负责人认为，以与企业直接合作
的形式，让科技成果“走”出校门，一方面可以发挥高
校提供科技服务的职能，增强区域农业发展的科技支
撑度；另一方面，有利于学校的科技成果在本地就近
转化，能够有效提高学校科研人员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的积极性。

学校“摆”成果 企业来“点单”

井大科技成果“走”出校门就近转化

10 月 23 日，走进一代文豪欧阳修的故里永丰县
沙溪镇拱江背村，只见山上茶园林立，稻田一片金
黄，村里一栋栋小洋楼规划整齐，道路平坦宽敞，赏
心悦目。

拱江背村是永丰县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拱江背
村之变，缘于永丰县正在开展的“空心村”改造建设。

“过去，拱江背村曾是另一番景象。”沙溪镇党委
书记王元仟说，该村原来有几十栋破旧房屋占地近万
平方米，随处可见残垣断壁，完整无损的老房也大多
门窗紧闭。村道是泥土路，坑洼、狭窄、弯多，路两边
杂草丛生。因情况复杂、缺乏规划、设施落后，拱江背

村村民建房纷纷迁至村子外围，部分村民甚至打起了
占用耕地建房的主意。

一方面农民建房用地紧张，一方面大量的宅基地
闲置，群众将“空心村”就地“实心化”愿望强烈。

去年，该县在沙溪镇拱江背村、瑶田镇三湾村等
地启动了“空心村”改造试点工作，改旧村建新村，拉
开了全县“空心村”改造的序幕。实施过程中，该县以
村民需求为导向，坚持规划设计先行、基础设施先行、
依法行政先行，着力实现村庄设施城市化、村容环境
生态化、农民生活现代化。

沙溪镇组织党员干部当好拱江背村群众的“主

心骨”和“贴心人”，成立由村干部、党员、组长、老干
部等组成的“一组两会”组织机构（党小组、理事会、
志愿者协会）。通过多次召开群众大会和上户征求
意见，让村民了解“空心村”治理的目的和措施，充
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取得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

“空心村”不仅要实现“原地起立”，还要实现“发
展起跳”，产业支撑是关键。该县合理利用“空心村”
改造后的闲置土地和基础设施完善后的便利条件，大
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力求改造与发展同频共振，互
促互进。

巷口村是该县鹿冈乡“空心村”改造示范点。前
不久，村民聂贵秀把自家种的60亩烟叶交售给烟站，
纯收 21 万元，“扣除成本，纯利润有一半左右。这 60
亩烟田种上了二晚水稻，这几天正在收割，还能获利5
万余元。”聂贵秀收获着丰收的喜悦。

目前，该县共有31个自然村纳入“空心村”改造，
已拆除危旧房屋938栋，建筑面积为13.8万余平方米，
盘活闲置土地252.6亩。

产业支撑发展起跳
——永丰推进“空心村”改造纪实

本报记者 钟端浪

本报抚州讯 （记者李耀文 通讯员
李俊）近年来，抚州强化保护森林资源
意识，狠抓封山育林工作，大力推进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从2010年起，
东乡、黎川、金溪、南丰、广昌、崇仁六县
先后启动为期三年至十年不等，以禁伐
商品林为主要目的的封山育林工作，目
前已实施封山育林面积 1189.6 万亩，占
全市林地面积的61.2%。

抚州是我省重点林区之一，全市森

林覆盖率达65.6%。通过封山育林，不仅
培养了重要的后备森林资源，还减轻了
自然灾害，保护了生物多样性，发挥了显
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据该市林
地变更暨森林资源补充调查成果材料显
示，目前，该市森林面积达120.2万公顷，
比上一年度增加 1.76 万公顷；活立木总
蓄积量达 5134.3 万立方米，比上一年度
增加161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65.6%，
比上一年度增加1.06个百分点。

抚州封山育林保护森林资源

本报新余讯（通讯员何祝生、李海）
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自 9 月中旬
开始，新余市组织开展了第三季度建筑
施工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大检查，积极排
查和消除全市在建工程存在的安全隐
患。

这次安全生产大检查做到检查既不
留死角和盲区，又突出对安全隐患重点
区域、重点部位，特别是对分部分项工程
等较大和重大危险源的检查。检查中，

做到“四个不遗漏”：不遗漏一个工程项
目、不遗漏一栋房子、不遗漏一个楼层、
不遗漏一台建筑起重机械。同时，加大
执法力度，形成执法高压态势，对从业
人员无证上岗或者持非法证件上岗的
以及建筑起重机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发现一起当天立案报审一起。目
前，市本级 30 余个在建工程受检接近
尾声，检查组开出停工整改通知 8 份、
安全隐患整改通知 18份。

新余排查建筑业施工安全隐患

本报上饶讯 （通讯员夏广凯）今年
以来，上饶市广丰区通过加快推进产业招
商，优化项目建设管理，提升政务服务品
质，为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多方发力。

该区以产业招商为突破口，围绕新型
工业、现代农业、观光休闲、社会事业、市政
建设、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等七大产业，
招强引优，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成立了由
区领导任组长的产业招商小组，组建了
33支产业招商小分队。通过产业招商，
该区已形成卷烟制造、金属新材料、黑滑

石精深加工三大主导产业，家具制造、绿
色食品、机械制造三大特色产业，纺织服
装、纸业包装、烟花制造三大传统产业。

该区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
作的重中之重，既狠抓项目签约落地，
更突出项目建设顺利实施，不断强化
项目管理，推动项目落实。同时，创新
实施“领导亮相、进度亮牌、问责亮剑”
的“三亮”督查机制，全力推进重大项目
建设。目前，全区 104 个重点项目开工
在建的达 89 个，开工率达 85.6%。

广丰为转型发展蓄力

本报讯 （记者陈斌华）行政复议，
俗称“民告官”，是解决行政纠纷的重要
手段。通过创新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
截至10月底，我省相关设区市及试点县
（市）今年通过行政复议解决的案件数
量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 58 件，增长率
109%，纠错率达 91%。“民告官”更加简
便、公正。

据了解，行政复议委员会实行委员
议决制，对于重大疑难的行政复议案件
将以案件审查会议的形式进行集中审
查和表决。为让行政复议更加公平、公
正，各地先后引进 160 余名专家学者参
与审理案件，从审理机制上努力排除可

能影响案件公正的各种因素，保证了案
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因而受到群众欢
迎。在土地征收、城镇拆迁、劳动和社
会保障、信息公开、公安、工商、税收等
社会热点领域，越来越多的群众将行政
复议作为理性维权的重要途径。

长效运行，制度建设是关键。2012
年试点行政复议委员会来，省政府法制
办会同、指导各地制定了全体会议议事
规则、案件审理会议议事规则、委员守
则等各项行政复议工作制度，全面推进
行政复议工作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各地也相应制定了有关制度和
措施，共配套出台制度60余项。

（一）
黄海娇坐在办公桌前，摊开“村级权力清单及工

作流程图”，一脸严肃地对记者说道：我们虽然是“芝
麻官”，可手中多少有一些权，这些权力用得对不对，
直接牵涉到村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严格按这上面
的条条框框行使我们手中的“小微权力”，就不怕乱用
权、用错权，更不能以权谋私了。

鄱阳县在农村推行村级权力清单化、程序规范
化、操作阳光化、监督全程化工作机制，鄱阳镇姚公渡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黄海娇手中的“村级权力
清单及工作流程图”，就是县里统一印发的。深秋时
节，走在鄱阳的大地上，你能感受到这里 570 个村子
的村干部，通过细化权力清单，公开村务流程，办事透
明起来、规范起来、公正起来。群众夸奖道，现在的村
务，就像鄱阳湖水一样清亮了。

这不，就举姚公渡村为例吧。姚公渡是渔村，186
户都是捕鱼的。相关部门今年只给了 27 张捕捞证，

“人多田少”呀，发放这些捕捞证，在渔村可是“天大的
事”，稍有不公，就会“风起浪涌”。黄海娇根据“村级
权力清单及工作流程图”，先是召开村“两委”会，制订
方案，然后交给村老年理事会和渔民协会讨论，根据
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再召开渔民大会，张榜公
布。27张捕捞证发放完，姚公渡村“风平浪静”。

而对团林乡蛇山村党支部书记徐怀玉来说，“村
级权力清单及工作流程图”把他缩着的手脚放开了。
10月中旬，投资100余万元的游步道和旅游厕所项目
顺利开工。

徐怀玉说，项目资金 4 月份就到了，我们一直拖
在那里，不敢开工，因为100多万元，在村里不是个小
数字，怕犯错误。现在有了权力清单和工作流程图，
工程由谁做，钱怎么支配，账目怎么监督，里面都规定
得清清楚楚，有了办事规矩，我们胆子就大了，几个项
目轰轰烈烈上马。

（二）
章晓东一边带着我们参观狮子山村民小组休闲

公园，一边兴奋地告诉我们，休闲公园面积 1100平方
米，是村民们来到村民说事室提出的建议，村里讨论
后，集资12万元在8月份兴建的。休闲公园坐落在湖
边，周围大树环抱，旁边安置着各种健身器材。

章晓东是团林乡铜钱村党支部书记。铜钱村的
村民说事室发挥出了作用，章晓东尝到了村民说事室
的甜头。

今年以来，鄱阳县通过建立健全群众议事机制，
切实保障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
规范村干部的权力。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朱振华
说，如今，鄱阳各个村，村民说事、干部理事、集中议
事、公正办事、定期评事、督促查事蔚成风气。在村民
说事室，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
和要求。

在村民说事室，章晓东兴奋地说，我们铜钱村
呀，出过 5 个黄埔军校的学生呢！我们这里也有好
多人在外打工发了财，想改变村容村貌。7 月份，在
外打工的章运雄、章霞勇、章立年他们，来到村民说
事室找到我，说，书记，我们以前也想为新农村建设
出点力，不过对干部不放心，怕你们把我们集资的钱
吃掉、喝掉。看到县里搞规范“小微权力”运行，对村
干部列出了权力清单，我们放心了，愿意为新农村建
设集资。章晓东说，到目前为止，一些人已经捐款
100多万元。

章晓东还告诉我们，铜钱村位于湖畔，有长长
的湖滩和原始森林，风光旖旎。在村民说事室，大
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要发展旅游业，把铜钱村打造
成“有机农业的诗意庄园，都市乡村的乐居画卷，
绿色健康的生态天堂，浪漫自然的湖滩风光”。现
在，狮子山金沙滩文化休闲中心鸟瞰图已经设计
出来。

（三）
饶选开把工程质量记录本打开，指着密密麻麻的

记录说，排灌站每天的工程进度、我认为哪里质量不
合格等等，都记在本子上。

村里正在修建一座排灌站，乐丰镇桐山村的退休
教师饶选开，挑起工程监督的重担。饶选开也确实不
负重托，不时到工地去“巡视”，不是查水泥质量能否
过关，就是看地面夯得牢不牢,一发现问题立刻要求
改正。排灌沟规定深度为 1.5 米深，施工方没有做混
凝土垫层，就把水泥管放了下去。 饶选开发现后，让
对方返工做混凝土垫层。

为了规范“小微权力”，鄱阳县要求每个村选出
一名公道正派的人，担任纪律监督员，监督党风廉政
情况和村务。在蛇山村，记者看到村委会办公室墙
上，张贴着村纪律监督员工作业务流程，一张办公桌
上，醒目地摆着“团林乡村纪律监督员岗位公示牌”，
牌子上写着纪律监督员姓名、手机号码。姚公渡村纪
律监督员胡四有说：我的责任是监督“两委”成员的工
作。我会出以公心，打破情面，为把“小微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重阳节前夕，团林乡清湖村计划通过本村贤达捐
出一部分钱，村委会出一部分钱，宴请村里的老人。
村纪律监督员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觉得不是很妥，就
上报给了乡纪律监督员。乡党委书记陈冰了解情况
后，要求清湖村“两委”干部不得参加宴请，改由村老
年体协去组织，村集体不能以任何名义出资协办该活
动。本着节约的原则，参加宴请的只能是本村老人和
捐资人。青水村村级财务管理一度混乱，书记、主任
说了算，群众有意见。自从有了纪律监督员后，现任
村委会主任高久良说，现在我们花一分钱，也要和大
家商量。

在鄱阳，一个个村纪律监督员，为村干部用好权、
用对权，正发挥出“铁包公”般的作用。

鄱湖水，清又清
——鄱阳县规范村干部权力速写

本报记者 卓 凡

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成效初显
案件纠错率达91%

本报万载讯（通讯员宋维）时下，万
载县有机农业、新兴产业、民生工程等
36个重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全县经济
活力迸发。

万载县举全县之力进位赶超促发
展，明确了烟花爆竹、现代（有机）农业、
LED照明灯饰龙头地位，并积极引导这
些优势产业采取联合、重组、收购等方
式进行资源、人才、资本整合，从而全面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科技含量。该县
实行“领导挂帅、乡镇主导、部门参与、
定期督查、进度通报”的重点项目推进
机制，全力攻坚，保证了重点项目建设

扎实推进。
该县把“引入大企业，培育大项目”

作为主攻方向，4年来，全县引进亿元以
上的项目 47 个，其中，10 亿元以上重点
项目8个。目前已成功和阿里巴巴正式
签约，与央企华能集团正在洽谈，和松下
电器集团、广州江南大市场、广东信基集
团已取得有效联系。而随着熊猫集团、
李渡烟花、华洋物流等一批花炮名企业、
大企业的进驻以及江西中森礼花股份有
限公司的上市，使该县传统的花炮产业
产生了集群效应。前三季度，全县花炮
产业总产值达62.5亿元，同比增长9%。

万载县域经济活力迸发
◀11 月 3 日，新干县神政桥乡花

卉苗木基地，花农正搬移盆花准备销
往市场。近年来，新干县出台鼓励政
策，全力发展花卉苗木产业。目前，
全县已发展花卉苗木 4 万余亩，年创
产值 6亿元，近 2万名花农从中受益、
脱贫致富。 通讯员 罗小群摄

▲11 月 3 日，全南县社迳乡塔下
村，农民正在制作竹制品。近年来，该
县立足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竹业产业化
经营，扶优扶强一批企业发展竹制品精
深加工，竹产品加工率超70%。

通讯员 钟炆秦摄

特色产业

11月1日，峡江义工协会组织义工20余人前往该县旺夫山风景区开展环保活
动。义工捡拾山路沿途及山涧里的垃圾，检查并维护环保设备。

通讯员 龙礼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