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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在陶瓷产业链上，有着数以十万计的就业人员。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之下，陶瓷产业的发展状况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可喜的是，
我们看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景德镇市委、市政府不仅始终心系民
生，全力为陶瓷企业纾困解难，而且还以面向世界的眼光，顺势而为，化危为
机，从宏观上为景德镇陶瓷走向国际市场奠定扎实基础。

疫情是一场大考，同样检验担当、体现水平。以数字化、智能化助力景德
镇陶瓷产业跨越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陶瓷传统销售方式的升级，更多的是
与世界对话方式的多元。脚踏实地，而又胸怀世界，时刻不忘向世界传递中
国好声音。这样的景德镇，未来确实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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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下，实体产业
如何快速实现市场突围？2月以来，面对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景德镇市委、市
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通过与互联网经济的
深度拥抱，名扬天下的景德镇陶瓷，如今
又站在了产业发展的新风口。

陶瓷企业聚力电商突围

8月30日，在景德镇市观道堂陶瓷文
化艺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观道堂）生产
车间内，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大数据、

“吸粉”“引流”……和记者聊起当前的陶
瓷市场经济，浸淫陶瓷文化多年的观道堂
董事长王志文，仿佛是一名“网络达人”。

观道堂位于景德镇市昌南新区，是一
家以生产新中式日用陶瓷、礼品陶瓷为主
的现代文创型陶瓷企业。受疫情影响，今
年 2 月，观道堂的线下销售额几乎为零。
然而，厂区大门一打开，每个月70多万元
的员工工资必须照发，这让王志文如坐针
毡。几经酝酿后，3 月，观道堂开始聚力
以直播为主的线上销售。

“因为不够专业，一开始观看的人很
少，更别说成交了。”观道堂总经理田源
说。就在企业“摸着石头过河”之际，景德
镇市瓷局和昌南新区积极邀请国内一流
的电商企业，对部分陶瓷企业展开系统培
训。田源告诉记者，经过不断学习总结，
公司电商团队的故事设计、营销策划、音
视频制作水平等都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抓住“粉丝”关注的热点，将陶瓷文化故事
讲得有声有色，观道堂线上销售额节节攀
升。6 月，公司线上月销售额一举突破

200万元。

多管齐下为陶瓷产业发展赋能

行走在景德镇陶瓷企业间，记者发
现，观道堂只是景德镇众多陶瓷企业直面
疫情影响，聚力电商进行市场突围的一个
缩影。3月以来，面对线下销售遇冷的窘
境，有着数千家各类陶瓷企业的景德镇，
开始出现一股以直播为主的“电商热”。
面对这一趋势，景德镇市顺势而为，多管
齐下为陶瓷产业的长远发展赋能。

5月，马云来到景德镇考察，盛赞“景
德镇是一座未来可期的城市”。当月，景
德镇市有关部门在全面听取陶瓷企业遇
到的困难后，立即组织部分陶瓷企业家就
如何推进与阿里巴巴合作，通过大数据带
动陶瓷产业发展进行座谈。王志文说：

“在座谈会现场，我就感觉到政府正在下
一盘‘大棋’，景德镇陶瓷的销售模式，即
将迎来一次质的飞跃。”

后来形势的发展，正如王志文所料。
6 月下旬，景德镇市国控集团携手“聚划
算”和“天猫”举办“卖空景德镇好瓷器”活
动，通过市长线上直播带货等方式，立体
化呈现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的亮点，在陶瓷
业界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景德镇的千年陶瓷文化，其实在新
媒体时代是非常适合线上传播的。”景德
镇市国信瓷立方陶瓷有限公司（景德镇市
国控集团下属企业）副总经理杜福安分析
道：“过去我们的传播手段一直比较传统，
陶瓷产业数字化程度总体偏低、陶瓷文化
传播不够立体等问题亟待解决。”

7 月，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创新升级，
又新增一个突破口。由景德镇市政府、抖
音电商平台主办的陶溪川LIVE直播基地
授牌等活动，在陶溪川美术馆举行。作为
国内首个陶瓷 LIVE 直播基地，陶溪川
LIVE 直播基地通过“主播+电商+直播+
集群”的模式，开始规模化改变景德镇当
地手艺人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助力陶瓷
经济逆势增长。

化危为机瞄准国际市场

“我们联合众多陶瓷企业在阿里、京
东、东家、苏宁的线上平台开设景德镇陶
瓷官方旗舰店，线下也在倾力打造陶瓷新
零售智创园区，不断拓展景德镇陶瓷的交
易出口。”记者在景德镇采访时发现，千方
百计帮助陶瓷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市场突
围，已成为景德镇市多个相关单位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景德镇市国信瓷立方陶

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雷凡向记者介绍，目
前，市国控集团和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已
经签订了关于建立景德镇陶瓷溯源系统
的相关合作协议，期望通过这一合作方
式，为景德镇陶瓷企业开拓线上市场、取
得国际市场认同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化危为机。8月31日，记者从景德镇
市商务局了解到，在经过一季度的市场低
迷后，从二季度开始，景德镇网络零售额
（陶瓷类）开始不断攀升。上半年，景德镇
网络零售额（陶瓷类）达25.81亿元。

面对陶瓷产业发展的新形势，雷凡表
示，根据景德镇市委、市政府的安排，围绕景
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该
公司和市国控集团正在加快建设国际陶瓷
博览交易中心，谋划建立一套包含供应链管
理系统、仓储物流系统、大数据中心和溯源
系统等在内的景德镇陶瓷基础交易系统，以
数字化、智能化助力景德镇陶瓷快速走向全
球，让历久弥新的陶瓷文化传遍世界。

化危为机 乘“船”出海
——景德镇陶瓷产业聚力电商突围之新观察

本报记者 王景萍

近年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一次
次刺痛社会神经。在这些案件处理
过程中，未及时报案导致证据灭失、
反复询问导致心灵“二次伤害”、受害
人出现心理障碍等问题也随之出现。

如何保护性侵案中的未成年受
害人，最大限度降低取证过程中造成
的二次伤害？如何在惩处性侵者的
同时，帮助受害人早日回归社会，并
避免同类案件再次发生？去年 11
月，江西检察机关启动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办案救助机制试点，通过开
辟专门场所，让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完成伤情检验、物证提取、询问等
侦查取证活动，并及时开展心理援
助、司法救治等综合救助。这一探索
性工作被纳入今年全省政法领域改
革亮点项目。

一站取证 多个取证环
节同步进行

8月31日，走进新挂牌的鹰潭市
检察院“一站式”场所“护燕未成年人
关爱中心”，记者看见，沙发上“坐着”
各式玩偶，粉蓝色墙面上错落地贴着
儿童彩笔画，彩笔画的延伸处，是一
个个安全隐秘而又布置温馨的独立
空间。

关爱中心按功能分为“安全小
屋”检查室、“倾听小站”询问室、“舒
心世界”咨询室三个区域。检查室布
置成家居儿童房的模样，四处摆放着
玩具、绘本，配备了适于未成年人使
用的检查医疗床，便于案发后第一时
间对被害人提供检查并完成部分取
证。询问室里，全景摄像机、拾音器
和交换机等设备采用隐藏式处理，询
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针对未
成年被害人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
描述身体部位的情况，询问室还配备
了人形玩偶，通过对人形玩偶的指
认，确定被害人受伤部位或者嫌疑人
的作案手法。

“办理未成年人遭性侵的案件
时，取证是个普遍的难题。”鹰潭市检察院第一检察室主任王
冠表示，一方面，受害人遭遇性侵害后，往往处于惊吓、恐慌、
自责、羞耻之中，受表达能力、认知程度以及心理压力等方面
约束，陈述大多模糊不清，往往需要接受反复询问、回忆被侵
害细节。另一方面，按照现行的案件办理流程，需要对受害人
开展询问、辨认、鉴定等多项取证工作，由于取证主体的不同，
可能会出现受害人被轮番取证的情况。

“一站式”取证采用多个取证环节同步进行的方式，有效
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王冠介绍，在公安机关接报案件后，公安
机关、检察机关、司法局工作人员、医生等同步到场，紧密协
作。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依法、及时、全面收集
固定相关证据，保证证据形成的全面性。同时，参照未成年被
害人的性格特征、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等情况制定相应的询问
提纲或方案，以实现一次询问、高效取证的目的。

心理疏导 修复难自愈的心理创伤

10岁的莉莉（化名）静静坐在赣州市人民检察院“一站式”
救助中心心理咨询室的一角，眼里满是胆怯。心理沙盘、体感
游戏、音乐放松，心理咨询师小心翼翼地解读女孩内心的波
动，试图通过不断的肯定和鼓励来修复她的心灵创伤，帮助她
尽快走出阴影。

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在全省最先启动“一站式”办案救助机
制试点，而莉莉是救助中心成立后救助的首名受害者。

莉莉遭受了怎样的侵害？犯罪嫌疑人是谁？检察机关提
前介入案件，引导侦查人员取证，并在接警当天完成询问及身
体检查，一次性将证据固定。

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公安机关发现，该犯罪嫌疑人还涉
嫌猥亵儿童，但被害人慧慧（化名）一开始拒绝配合调查。被
带到“一站式”办案场所后，在心理咨询师的协助下，慧慧说出
了自己被侵害的过程。6月 26日，犯罪嫌疑人因犯强奸罪、猥
亵儿童罪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施恶者被惩处，但侵害带给两名女孩的创伤却难以消除：
莉莉的成绩直线下滑，拒绝参加班级活动，噩梦不断并厌食；
慧慧回避与父母的交流，长时间发呆，或是突然间号啕大哭。

“如果不及时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干预，许多性侵未成
年人案的受害者最初可能表现为恐惧、抑郁，而羞耻感和无助
感将长久地陪伴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当
中。”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黄秋芳告诉记者，
这些都是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后的心理创伤反应。

专业的心理干预，在莉莉和慧慧走进救助中心接受案情
调查时就已经开始。黄秋芳介绍，在介入案件时，心理疏导室
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干警就对她们的心理创伤快速作出评
估并及时干预。结案后，又委托专门的心理咨询专业机构，每
周一次为她们进行心理疏导。

“我们希望通过多部门跨专业的合作解决两方面的问题：推
动办案机关依法、及时、全面、高效收集固定证据，有效解决性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取证难、指控难、认定难等问题；此外，加强未成
年被害人权益的综合保护和及时救济，彰显社会责任和司法温
情。”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负责人黎莉解释道。

加快推进“一站式”救助效果初显

一张细密的严惩性侵犯罪、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网正
在形成。

“一站式”场所建设提速。仅上半年，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就建成9个“一站式”取证场所，另有4个正在建设中。其他地
市已建好3个“一站式”办案场所，有10个正在建设中。到今年
年底，全省各市级检察院都将至少建立一处未成年被害人“一
站式”办案场所。

“一站式”办案救助配套机制相继出台。由鹰潭市人民检
察院牵头，12个部门共同会签意见，细化完善“一站式”救助工
作流程，建立配套机制。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推出“1+4+N”工
作模式，通过特殊优先保护、避免二次伤害、专人专办、隐私保
护，配套多项救助措施，为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提供法律援助、
心理救助、医疗救助、司法救助和综合救助，实现从询问、证据
提取保证办案质量到医疗、心理、社会综合救助一体化流程。

除试点地区之外，在萍乡，九单位联合印发《萍乡市刑事
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救助体系暂行办法》，依托安源区
检察院“晨曦工作室”建立的“一站式”场所将于近日投入使
用。在南昌，“检察蓝”与“天使白”携手成立性侵未成年被害
人医疗救助小组，将“一站式”场所设在了南昌某妇产医院。

边行边试，“一站式”救助效果初显。截至目前，赣州市检
察机关已办理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37件，对被害人开展心
理辅导24人次，促成赔偿金额13万余元。鹰潭市检察机关积
极协调帮助两名被害人获得5万元司法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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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工作平台的工作人员真为咱老
百姓办实事啊！”被夸的人，是莲花县路口
镇湖塘村廉洁工作平台的工程监督员刘
昔宽。

8月初，刘昔宽在村里土背岭至罗古
坪的水圳建设工地巡查时发现，由于施工
方未按质量要求施工，造成水圳两侧形成
许多小孔，容易产生漏水问题。刘昔宽立
即找到施工方负责人，要求立即停工，同
时向镇纪委和村两委报告。在各方监督
下，施工方承诺整改到位。“村里聘我担任
工程监督员，是对我的信任。我要以一颗
公正之心和负责任之心，履行好职责。”刘
昔宽说。

像刘昔宽这样的监督员，在路口镇已
有32名。据该镇纪委书记、监察办主任彭

晓金介绍，自去年萍乡市纪委监委作出在
全市试点建设村（社区）廉洁工作平台后，
镇党委、镇纪委监委按照德才兼备、敢于担
当、群众公认的原则，从具有一定依法办事
能力、热心村级事业的老党员、老干部、老
教师等“五老人员”中选聘监督员，组建了
由村纪检委员、监察联络员、村务监督委员
会成员等人员组成的村廉洁工作平台监督
队伍，内部再细分工程监督员、财务监督
员、廉情收集员、廉洁宣讲员。

队伍有了，如何开展监督？彭晓金向
记者展示了一张路口镇村廉洁工作平台
监督明细图，清晰列举了扶贫政策落实、
资金使用、工程项目建设、资产资源管理、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村干部履职等8项监
督重点。同时，还有一份方便百姓办事的

路口镇小微权力清单办理流程宣传册，对
村级财务管理、村民救助和民生工程等村
级小微权力列出清单事项，规范操作流
程。“通过公开权力清单的方式，构建村级
小微权力监督规范体系，就是给村两委干
部立规矩、划红线。”彭晓金说。

工作中，该镇按照“一月一汇报、一季
度一督查、半年一经验交流和培训、年终
一总结”的方式，督促指导村廉洁工作平
台监督员察实情、问民意、破难题，形成运
转高效、靶向精准的监督体系。

“下垅村一处荒地脏乱差，长期困扰
和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在收到下垅村
村务监督员周恢绪的情况反映后，镇纪委
监委立即向下垅村派发限期整改通知书，
要求把荒地改建成村民休闲场所。

该镇纪委副书记、监察办副主任谭小
鑫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问题，监督员的
作用更能得到充分体现。“他们熟悉群众、
了解村情，既能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意见
建议收集上来，又能协调解决一些实际问
题。从实际效果看，这支队伍不仅架起了
政府和百姓的连心桥，还提升了百姓的获
得感幸福感，提高了基层治理水平。”

“廉洁乡村建设是一场持久战，只有
激发内生动力，才能让廉洁可持续、群众
有干劲。”该镇党委书记刘静表示，下一
步，将以“小微权力、小型工程、小额资金
监督”为抓手，扎实推进廉洁工作平台标
准化、规范化建设，着力打通监督全覆盖

“最后一公里”，将每个村庄打造成廉洁萍
乡建设的“小窗口”。

莲花县路口镇组建村廉洁工作平台监督队伍——

监督小微权力 优化基层治理
本报记者 骆 辉

◀9 月 6 日，民进南昌市青
山湖总支教师会员齐聚“半朵悠
莲”读书社，分享优秀教师阅读
的好书。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9月5日，修复一新的万年县青云镇姚源村姚氏祠堂，已成为当地文化驿
站。目前，驿站藏书5000余册，闲暇之余，村民在这里读书、下棋、唱歌、跳舞。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