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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犹依托得天独厚的奇石资源
和浓郁的奇石文化，大力推动“上犹石”文化
产业发展，活跃了生态旅游经济和奇石文化
活动。近日，记者走进上犹，探访当地让一方
石头绽放异彩的奥秘。

千奇“石”界美名扬

奇石是大自然的造物。上犹地处罗霄山
脉南端、千里赣江源头，境内河流众多、落差
大、地势险、石质好，盛产黄蜡石、青花石、金
纹石等十多种奇异怪石。

早在宋代，上犹石就以其“形、质、色、纹”
之优、“瘦、透、漏、皱”之奇而成为名石。公元
1133年，宋代杜绾所著《云林石谱》就有记载，
文中概括了上犹奇石之特、山水风雅之习性，
也彰显了上犹人粗浑古朴而又细腻的审美情
趣。因“身世显赫”，“上犹石”跻身“国石”文化
品牌。2012年，上犹荣膺“中国观赏石之乡”。

经历800多年的风雨，如今，上犹石再放
异彩，重登中华奇石文化的大舞台。不少奇
石爱好者循着《云林石谱》的记载，进入境内
大小河谷，寻觅“上犹石”，在民间渐渐形成了

“上犹石”爱好者群体。截至目前，全县涌现
奇石爱好者3000多人。上犹县观赏石协会会
员由 2005 年的 10 余人发展到目前的 300 多

人，会员们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展会，百余
件送展作品屡获金、银、铜奖。一批资深石友
被评为“国家二级观赏石鉴评师”，其中有4人
既是观赏石鉴评师，又是观赏石价格评估师。

一石激起千层浪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如何把这首歌唱
好、唱响？上犹把观赏石作为生态旅游名片
打造，坚持“一方石头，和谐一个家庭，造福一
方百姓，传承一方文化，弘扬一种精神，拓展
一个产业”的赏石文化发展思路，聘请专业队
伍规划设计“奇石小镇”。按照“天圆地方”的
客家文化理念，建圆形围屋为“中国地质博物
馆（赣州分馆）”，建方形围屋为“上犹赏石文
化城”，将赏石文化习俗传承与观赏石产业交
易有机结合，逐步形成集观赏石珍藏、鉴赏、销
售、会展于一体的大型观赏石集散中心。目
前，“上犹赏石文化城”已入驻100多家石商。

6月13日，记者走进上犹赏石文化城，千
奇“石”界让人目不暇接。“上犹奇石文化浓
厚，市场前景广阔。”赏石文化城第74家展石
馆馆主韩天义，今年4月，从吉林省一路向南
来到上犹。

一石激起千层浪。去年11月，在上犹县
第六届观赏石文化博览会上,上犹县观赏石

协会会员王母彩的两方观赏石以6万元的价
格被赣州市观赏石爱好者买去美化庭院,再
一次在赏石界激起波澜。

上犹县观赏石协会会长崔跃华介绍，目
前，该县加工、配座、销售相关产业成行成市，
产供销一体化的石产业链不断延伸拓展，带
动物流、餐饮、旅游等产业联动发展。目前，
全县拥有雕刻配座门店10多家、家庭藏馆60
多家，采集利用观赏石3000多吨。

此外，在规划上，“奇石小镇”“刻意”毗邻
阳明湖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江西4A级乡
村旅游点——上犹县梅水乡园村村。“游客参
观完阳明湖、园村等景点之后，能就近过来赏
石。这样，不仅做旺了小镇人气，还丰富了上
犹文旅产业内涵。”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徐能旭告诉记者。

金石为开心灵美

有人说玩物丧志，在熊建平眼里则不然。
“石头有很多优秀品质。它们被无数次冲击、
打磨、侵蚀、搬运，最后形成奇特之美。相对它
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感叹坎坷人生？”

熊建平原是上犹县南河电厂职工，2003
年单位改制后下岗赋闲在家。面对未来，他
一度迷茫消极，整天无所事事。一次偶然的

机会，一个朋友家收藏的奇石吸引了他，于是
他开始走上觅石、藏石、赏石之路。

“野外觅石，趣味十足，健康体魄，磨砺意
志。如果说，觅石靠运气，那么赏石就要靠文
化。赏石需要一定的文学和艺术修养，需要
广泛学习，丰富知识面，才能提高鉴赏能力。”
这几年，造诣渐深的熊建平多次前往广东、云
南等地参加石展，每次参展都有超万元收入。

赏石之道，贵在文化。“发展奇石文化既
能让百姓修身养性、感悟人生、陶冶情操，又
能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弘扬新风尚，推动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崔跃华说，上犹县把发展观
赏石文化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大力开展观摩、展览、宣传等赏石文化活
动。目前，该县已成功举办了 6 届观赏石博
览会，有上万件来自省内外的作品参展，许多
奇石爱好者慕名前来赏石、购石。

如今，“上犹石”犹如一颗璀璨明珠，装点
了山水，繁荣了文化，激活了经济，奏响了经
济社会和谐发展音符。

一方石头的魅力
——探访“中国观赏石之乡”上犹县

本报记者 唐 燕

“最近订单不断，我们一边忙着
生产交付订单，一边采购安装新的设
备，我们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今年
企业的产能要扩大一倍，产值可以比
去年多一倍，预计超过 4 亿元。”6 月
23 日，在江西一标汽摩配件有限公
司，生产厂长黄修杰说，企业能发展
得这么快，得益于园区的优质服务和
真金白银的扶持。

近年来，余干县围绕“办事效率
高于周边地区、客商感觉好于周边
地区、商务环境优于周边地区”的目
标定位，在推进“放管服”“一网、一
门、一次”改革中勇于创新、敢于实
践，形成了“一次办、网上办、就近
办、帮代办、马上办”政务服务品牌。

“从企业签约第一天起，余干对
我们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服务周
到，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园区为企业
提供了所有的防疫物资，帮助企业
走出去招工，这些让我们特别感
动。”谈及这两年在余干的创业感
受，黄修杰用了“顺风顺水”来形
容。他告诉记者，除了享受到土地
出让金奖补，公司还获得了厂房补
贴、设备补贴、模具补贴、搬迁补贴
等多种补助。“我们企业共获得政府
的各种补贴超过了 3500 万元，兑现
补贴虽在情理之中，速度之快却是
意料之外。”

服务效率高、发展措施实。“我
们的做法是每家企业都有一名班子
成员带队服务，角色定位就是服务
企业的‘店小二’，按照更高更好更
优的目标，从项目的引进、落地，到
投产见效，保姆式地提供全程服
务。”吴国华介绍说，“新设备补贴
15%、旧设备补贴 10%，企业入园后
对余干县平安汽摩配产业运营有限
公司厂房每平方米补贴500元等，只

要是县里《关于支持汽摩配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文件中有的，我们就
以最短的时间兑现，第一时间让企
业受益。”

“公司上报给园区的设备估价
经过评估后，新旧设备总计 9418 万
元，园区将按这个价格发放设备补
贴，补贴总计近 1000 万元。”6 月 24
日，余干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表
生，冒着大雨来到江西久久车轮制
造有限公司，核对设备、搬迁补贴数
额，并协助公司与相关部门对接，争
取通过“财园信贷通”融资300万元。

“这是园区领导第二次上门服务
帮助我们融资，第一次是今年 4 月
份，带着我与商业银行对接并落实贷
款 300 万元。这项贷款加上马上到
位的设备补贴款 1000 万元，为我们
的发展解决了资金大难题。”江西久
久车轮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永泉
说，之前浙江的同行对我来余干投资
都带着疑问的眼光，但通过一年的投
资体验，可以说余干是投资的沃土。

围绕做大做强汽摩配产业，余
干高新区提出“把温暖送到企业，不
要让企业有困难的时候再来找我”
的服务口号，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汽
摩配产业最终实现了从“无中生
有”到“有中生优”的蝶变。蝶变的
背后，是当地高效务实的政务环境
和“说到做到”的政策环境。采访中
记者听到最多的词是扩大产能，江
西正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江西一
标汽摩配件有限公司、瑞轮科技有
限公司、力德力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超越汽摩配件有限公司、瑞黔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都
有扩大生产规模的计划，可以预
见，余干县汽摩配产业必将发展得
越来越好。

两年前，当余干汽摩配产业园动工建设之

时，有人担忧在“零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产业能
否成功；两年后，总投资30亿元的余干汽摩配产业
园一期项目已聚集了 26家企业，年产值超过 60亿
元，安排就业2500多人，已成为华东地区企业最集
中、规模最大的汽摩配专业产业园。目前，投资21
亿元的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建设14栋标准厂房，
共计20万平方米。二期尚未开建，就已签约7家企
业，出现了排队等待入园投资的喜人局面。

仲夏时节，记者走进余干县余干
高新区这片占地面积达700亩的汽摩
配产业园，只见一排排标准化厂房大
气美观，一条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
一辆辆物流运输车鱼贯进出，目光所
及之处是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

于 2019 年 1 月投产的江西正普
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是最早落户余干
汽摩配产业园的企业之一，其产品

“气囊传感器”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
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外市场。目
前，该公司已与三一重工、英国宝腾
等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结成战略合
作伙伴。

“我们是2018年11月20日正式签
约的，2019年1月中旬就实现了正式投
产，从签约到投产只用了不到60天的
时间。”江西正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董
事长程鸣光说，因为有了标准化厂房，
当初公司是直接拎包入驻，所有的配
套都不用操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公司
投产当年就实现产值过亿元，预计今
年产值将会翻一番，达到2亿元以上。

在此之前，程鸣光在安徽省淮北
市已经投资 150 万元，准备将公司在
温州的企业全部迁往安徽。“在安徽
要重新建设厂房，不仅需要一大笔资
金，还要建设企业相关的配套设施，
需要较长的时间；在余干有现成的标
准厂房，园区内有职工餐厅等配套，
让企业很省心，通过比较之后，我最
终选择了来余干投资发展，虽然为此
损失了 150 万元，但还是值得的。”程
鸣光说，在余干投资不仅赢得了发展
的时间，还节约投资近千万元。

江西正普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从
签约到投产的加速度，得益于余干汽
摩配产业园采取“引凤筑巢，以凤引
凤”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这种模式就
是我们先引进一家有实力的平台公

司，将汽摩配产业园的厂房建设、招
商引资等开发性工作，交给了平台公
司负责运营。”余干高新区管委会主
任吴国华说，通过引凤筑巢，再进行
以商招商，做优园区。

2017年底，余干高新区从浙江成
功引进汽摩配紧固件龙头企业——
浙江光安标准件有限公司，来余干投
资成立余干县平安汽摩配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通过反复比较和洽谈，我们最后
选择浙江光安标准件有限公司，是因
为该公司在汽摩配行业具有很强的实
力，也是浙南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齐
全的紧固件生产企业，其董事长吴光
安在汽摩配行业有 30 多年的从业经
历，熟知行业发展和园区运作，有利于
园区以商招商。”吴国华告诉记者，
2018年 2月，总投资 30亿元一期项目
开工建设，当年22栋总面积50万平方
米的标准化厂房全部建设完毕，招商
情况也很好，至 2019年 2月就引进企
业16家，其中14家实现了投产。

记者了解到，当前入驻的26家企
业，所生产的产品涵盖了汽车安全气
囊传感器、安全带、车门、发动机壳、
散热器、刹车调整臂、活塞销、滤清
器、轮毂、摩托车碟刹、警报器等多种
汽摩配件，可以说是“品种繁多，百花
齐放”。“园区内入驻的企业都是浙商
投资的，我在招商过程中充分发挥过
去在行业当中的口碑效应，将一批实
力强、发展前景好的汽摩配相关企业
带到了余干。”吴光安说，首先他把自
己的企业搬了过来，这就是最好的广
告，现在每个星期都要接待几批想要
入驻的客商，但是我们一期标准厂房
已经用完了，只能等二期、三期，汽摩
配产业园的名气响了，园区也由过去
的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

新余市一家锂电龙头企业与新余学院合作开办
锂电班，从大二学生中挑选合适人选参加锂电班的学
习。授课教师既有高校教授，又有锂电企业技术专
家。“订制”锂电专业学生，既培养了当地企业急需的
锂电人才，也提高了高校学生的就业率，一举两得。

还说锂电吧。锂电新能源产业涵盖化工、机械、
电子等专业，以前锂电企业技术人才只能按这些专
业申报职称，但实际工作岗位业绩条件与申报条件
不太对称，造成职称晋升受阻。为此，新余实行锂电
行业工程师评价标准改革，建立了锂电行业职称评
价独立体系和高中级工程师评委会，组织开展锂电
行业高中级工程师评审工作，使锂电技术人才职称
晋升被打通。

不管从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还是专业技能人
才发展通道的畅通，都可以看出新余的努力，那就
是：不拘一格育工匠。不拘一格，亦即改革创新，面
对产业发展新形势，围绕专业技能人才的新需求，转
换新思维，突破旧模式，探索新机制，建立新体系，把
人才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不拘一格育工匠，这是由当前经济发展形势决
定的。当前，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
的攻关期，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产业
发展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关键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等瓶颈亟待突破。因此，迫切需要加强
专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大批支撑中国制造
和中国创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工巧匠。

不拘一格育工匠，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尤其学
校、企业和政府作为关键环节，更应创新理念、积极探
索，形成针对性操作性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推动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建设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造就一支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
献的产业工人队伍。此三个关键环节该如何做？

首先，创新专业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作为产业
工人培养的主阵地，职业院校要探索产教深度融合
新路径，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方面，新余的做
法值得借鉴。他们在推进现代学徒制改革试点中，
采用职业院校与企业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办法，实
行校企“双主体”共同育人，实现招生与招工同步、上
课与上岗融通、毕业与就业衔接。5年来，职业院校
与企业共同培养学生（学徒）3000余人。普通高校也
大有可为，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面
与当地产业深度融合。新余学院围绕当地钢铁、新
能源等产业，形成了新能源材料与工程类、装备制造
类、光电信息通信技术类、经济管理类和文化创意类
5个特色专业集群，同时实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融合改革试点”、与省外高校联合培养适合本地产业
的研究生等，就是很好的探索。

其次，提升企业专业技能人才素质。作为用人
单位，企业对产业工人素质影响深远。能不能转变
思维，找到全新的人才素质提升通道；能不能打破常
规，给工人提供更好的学习途径，决定着企业的未
来。因此，企业要主动作为，向普通高校、职业院校、
科研院所“攀亲”，形成人才培养新机制。比如，新钢
公司与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14 个现代学徒
制班，培养产业工人700多名；赣锋锂电与新余学院
合作开办锂电班；新型建材企业与新余学院合作建
立装配式建筑人才培养基地；当地企业在沿海发达
地区建立10余家“研发飞地”。这些，都为产业工人
提供了普惠性、均等化、贯穿职业生涯的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此外，还可深化小改革、小发明、小创造、小
设计、小建议等“五小”群众性经济技术创新活动，激
励工人立足岗位、提升技能。

再次，创新专业技能人才发展制度。在产业工
人队伍建设中，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方面障碍，这需
要政府和相关部门伸出“有形之手”，积极开拓创新，
搭建企业员工成长成才的优质平台。在省市有关部
门推动下，去年新钢公司争取到全省企业自主认定
职业技能等级试点，从而打通了工人职称晋升通道，
激发了职工的创业热情。锂电行业工程师评价标准
改革，也是省市有关部门的创新之举。除了打破产
业工人职业晋升、职业转换等限制，还要创新技能导
向激励机制，使高技能人才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如
此，各方不拘一格，共同发力，才能提升产业工人技
术技能整体水平，为经济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奠定坚
实的工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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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径新路径：：服务效率高服务效率高 发展措施实发展措施实

经过这些年努力，“上犹石”文化产业发
展已有很好的开局。如何进一步打造“上犹
石”文化产业美好未来已成为必修课。打理
石馆、店铺，经营熟人“小圈子”的传统经营
模式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时，在消费者购买
力不足的情况下，高价位的石头常常拒人于
千里之外，不免出现“看的人多，买的人少”
的情况。倘若在宣传普及扩大影响、创新展
陈模式吸引人流、培育市场引领消费等方面
做足文章，让更多老百姓认识到，其实观赏
石艺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遥不可及，那么
距离石头“火”起来的目标就不远了。

■■ 江西一标汽摩配件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三季度的订单江西一标汽摩配件有限公司工人正在赶制三季度的订单

6月28日，吉安市吉州区儒林里商圈，游客
正在夜市小摊前选购商品。为进一步激活多
元化夜间消费市场，吉州区在城区铜锣湾广
场、庐陵老街、儒林里和庐陵文化城等地开设
了夜市经营地点，为全区商贸企业恢复繁荣按
下“快进键”。

通讯员 李 军摄

“夜经济”点亮
吉州新“夜态”

近日，记者在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洗心桥村扶
贫产业基地看到，30 亩向日葵开花了，像一片金色
的海洋，美不胜收，吸引了游客前来观光。

本报记者 何深宝摄

向日葵花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