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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交易登记实行“一站式”受理
服务，一般不动产登记、抵押登记分别实
现5个、2个工作日内办结；去年以来，全市
公布“一次不跑”“只跑一次”政务服务事
项 1322 项；持续开展“减证便民”专项行
动，共取消证明事项148项……近年来，抚
州市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通过一项项
务实的措施，瞄准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的“靶心”，进一步助推全市经济社
会平稳健康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实
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简政放权，“放”出活力
按照“应减必减、能放则放”要求，抚

州对市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和其他行政权
力事项进一步精简，下放 218 项权力事项
给各县（区）；市级非行政许可事项彻底取
消；市级投资项目报建事项由48项削减至
33项；取消和调整市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55项。

与此同时，该市稳步推进“多证合一”
改革，全面实施“41证合一”，实现企业“一
照一码走天下”。在申报材料齐全的情况
下，市场监管窗口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企
业登记业务，并核发营业执照。同时，及
时将企业注册信息推送给税务、公安等相
关部门备案，申请人只要到印章刊刻点刻
制印章即可，企业开办时间由 7 个工作日
缩减为3个工作日。

从一批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
简政放权不断向纵深推进，为企业减负 90
多亿元。 2020 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42575 户 ，增 长 23.76% ；新 增 注 册 资 本
853.32亿元，增长27.32%。

放管结合，“管”出规范
大力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

革。在全市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工作机制，对环保、食品、安全生产、金
融投资类等领域企业和未年报企业、标识

为“红色”的企业，加大抽查比例和频次，
及时向社会公开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对
守信企业减少或不予抽查。市直 26 个执
法部门共梳理公布 183 个随机抽查事项，
并在全市推广实施。

积极创新监管方式。抚州依托大数
据平台，建立“互联网+监管”新模式，指定
专人负责督促检查，每天通报完成情况。
同时，不断创新监管方式，通过精准、精
细、精心的管理，切实把该管的事管好，使
市场和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

优化服务，“服”出便利
走进抚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整齐划一

的受理柜台、先进完善的办公设备、服务
热情的工作人员，一切都井然有序。如
今，这座新建的服务大厅，经过不断调整
和优化功能布局，38 个职能部门入驻其
中，已经成为全市企业和群众“一站式”办
理各种行政事项的重要平台。“以前办事

要跑很多部门、带很多材料，现在跑一处
就能办好。”办事群众感慨的背后，是抚州
全面优化服务的结果。

为方便群众办事，市政务服务中心打
造“前台统一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
口出件”的“一窗式”新模式，推进收办分
离，不断提高办事效率。同时，该市在全
省率先搭建电子金融保证平台，实现对企
业招投标全过程实时身份验证，企业办理
时间由原来 7.5个工作日左右压缩至最短
3 分钟以内，彻底解决了传统纸质保函业
务难辨真伪、不利监管和流程繁琐等问
题。同时，该市还将全市除 110、119 等特
殊号码外的 17 个部门 21 条政府部门热线
集合为 12345。2020 年“抚州 12345”获得
全国政务热线服务质量评估A级单位。

改革，永远没有休止符。抚州正以更
大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放管
服”改革，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增添强劲的新动能。

从“简”到“优”
——抚州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纪实

郑莹莹 本报记者 李耀文

巍巍井冈山，是红色的，也是绿
色的：86%的森林覆盖率，每立方厘
米 8 万个负氧离子，造就了一方好
水——

十年前，七名法国人远道而来，
看中井冈山的好山好水好生态，引进
全球领先的矿泉水生产技术，设立了
一条瓶装矿泉水生产线。

四年前，一名浙江客商慕名前
来，投资约 5000万元，增加一条负压
桶装水生产线，为井冈山好水持续
加码。

今年1月中旬，记者来到井冈山
市古城镇排下村的井冈山赛文矿泉
水有限公司，聆听一桶水和一座山的
故事。

走进占地 60 亩的工厂，两条生
产线正在快速运转。在瓶装矿泉水
生产线上，水处理、吹瓶、灌装、装箱
等生产流程一气呵成，产能可达每小
时4.2万瓶水。

另一旁的负压桶装水生产线上，
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不停挥舞，一次
性抓起4桶矿泉水，来回搬运。走进
细看，这些桶装水的桶身格外柔软。
据介绍，为了避免传统 PC 硬桶回收
再循环使用难以及饮用过程中空气
进入易滋生大量细菌等健康隐患，赛
文矿泉水桶装水的瓶坯、瓶盖、负压
桶都进行了创新设计，并获得发明专
利，让水更加“保鲜”。

“咔嚓”，企业总经理张洪拧开一
瓶矿泉水让记者品尝，他介绍，一根
3公里长的不锈钢取水管道，将井冈

山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地下80米处的
水引进工厂，这里的水矿物质成分均
匀，口感甘洌。这名常年居住在杭州
的企业家，非常喜欢井冈山。他感
慨：“这桶水与这座山能够结缘，得益
于当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环境。”

让蓝天常驻、青山常在、绿水长
流，祖祖辈辈生活在井冈山的山里
人，守护着繁衍生息的大山，就如同
守护自己的家。近年来，井冈山市始
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通过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评
价考核体系等一系列举措，摘取了世
界生物圈保护区、江西省生态文明先
行示范市等绿色招牌。

有了好生态，如何卖出好产品，
这桶水和这座山的合作之手越握越
紧。“政府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营商环境，井冈山市商务局作为企业
的帮扶单位，千方百计解决企业需
求，利用各种平台和机会，对我们的
产品进行推广。”据张洪介绍，井冈山
市的各类大型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赛
文矿泉水的身影，并与多家央企达成
战略合作，产品加快“走出去”。

潺潺流水，润物无声，这桶水也
感恩这座山。近年来，赛文矿泉水带
动当地瓶盖、包装等上下游产业链企
业发展，带动近千人就业。“我们的产
品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明年企
业全部达产，规模和效益将再上一个
台阶，加速化身为富民‘金’水，更好
回报这座好山。”张洪对未来发展充
满信心。

护好一座山 造好一桶水
本报记者 游 静

本报黎川讯 （通讯员吴细兰）群
山环抱中，特色民居错落有致；冬日田
野里，百果采摘园整齐划一；静谧小山
村，文化馆、时光影院等农垦景观点缀
其中……走进黎川县德胜镇德胜村，
一幅和谐美丽的画卷徐徐展开。这个
昔日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如今已成为
一个集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生态宜居秀
美村庄。

德胜村的变化，是黎川县推进生态
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始终牢
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擦亮
生态底色，做强生态经济，释放绿色红

利，让黎川的绿水青山变成了群众增收
的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经济
发展、群众增收的多赢发展之路。

擦亮生态底色，发展绿色工业。该
县抓住被列为国家生态示范区和省级重
点生态功能区的机遇，筑牢生态屏障。
在193万亩重点生态区域实施全面封山
育林，建立多树种、多层次的复层异龄
林，让荒山、荒滩、荒地披上了绿装。划
定县城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推
进防治畜禽养殖污染等重点工作，建成
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厂、工业园区污
水处理厂、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等

措施。大力开展河道治理等行动，全县
各条河流呈现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新气象。大力发展绿色工业，引导陶
瓷企业掀起技改热潮，环球、康舒、嘉顺
等已全面完成“煤改气”，进入国家生态
环境创建储备项目库。严把环评关，坚
决拒绝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项目。近
几年，该县先后拒绝 20 多个污染项目，
关闭20多家生产工艺落后、能耗大的陶
瓷、化工、木竹加工、造纸等企业。

做强生态经济，形成产业聚集。该
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提质增效，大力发展

蔬菜、水产、有机水稻等经济效益高的
生态绿色农业。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盘活林业生
产要素，推动项目、资金向林下经济产
业聚集。目前，该县香榧、蜜橘、胭脂
柚、白茶、苗木种植等林业产业示范基
地已初具规模。全县种植蜜橘近 4 万
亩、香榧3万余亩、胭脂柚1.5万亩、雷竹
3000 余亩。培育林下种植专业合作社
97家，流转山林面积23万亩。建成食用
菌、中药材、香榧等产业园13个，辐射带
动 5000 余农户端上了“绿饭碗”。将休
闲农业建设与休闲观光旅游结合起来，
引导农民建立各种农庄、茶庄、果园、家
庭农场，打造极具田园风格的旅游项
目，红色游、古色游、农业生态绿色游、
休闲乡村游等蓬勃兴起。2020年，全县
接待省内外游客60余万人次，年产值近
2亿元。

擦亮生态底色 做强生态经济

黎川绿水青山成群众增收金山银山

本报讯（记者刘佳惠子）为保障我省春节市场供应，培育
壮大线上消费，1月 20日，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网信办、省工信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等部门，举行

“居家嗨购 网上过年——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暨“2021 江
西网上年货节”启动仪式。

据悉，本次活动与全国同步举行，持续一个月。其间，我
省将重点组织“百千万”赣派年货大促、线下商贸主体线上年
货大集、年货直播、商圈乐购年货、江西老字号年货促销、扶贫
年货展销、赣味年夜饭团圆到家、社区团购年货、赣鄱好礼推
广等九大类网上年货促销活动。通过引导百家平台（专区专
馆专店）、千家重点电商企业，筹集万余款名特优赣品年货，创
新消费惠民举措，加快发展直播电商、社区电商、无接触配送
等新业态新模式。充分依托淘宝、京东、华润万家、天虹等省
内外重点电商平台及企业，开展“江西网上年货节专区”“囤年
货”“品牌周”“春节不打烊”等线上线下协同活动，确保米、面、
油、肉、蛋、奶等生活必需品充足供应。

“2021江西网上年货节”启动

本报婺源讯 （记者余燕 通讯员程桂
开、吕富来）为呵护好乐安河一河清水，前
不久，婺源县河长制办公室与婺源县人民
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实行“河长+检
察长”协作机制的实施方案》，严厉打击非
法排污、非法捕捞、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
促进河长制工作进一步落实落深落细。同

时，将“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
活动纳入其中，为保护生态环境筑牢“铜墙
铁壁”。

据了解，该县创新建立“河长+检察
长”制度，形成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保护
的强大合力，呵护“中国最美乡村”品牌，让
更多百姓吃上“生态饭”“旅游饭”。

婺源“河长+检察长”呵护一河清水

1月18日，南昌市政公用生态农业示范园大棚里，南新乡爱民村村民正在移栽蔬菜
苗。该园区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一站式生态链条，为市民提供“绿色、生态、健康、安全”的
农产品，目前已安置近500名周边村民务工增收。 本报记者 李 劼摄

1月11日，江西缘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在生产线上忙碌。2020年，靖
安“生态+大健康”产业总规模突破10亿元，绿色GDP占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70%。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本报宜丰讯（记者邹海斌）1月18日，宜丰县举行招商引
资“云签约”活动，签约17个投资项目，总投资达110亿元，涵
盖锂电新能源、建筑新材料等产业，涉及工业、服务业、文化旅
游业等各个领域。

宜丰新年首场“云签约”投资项目中，有“5020”项目3个，
包括投资21亿元的江西鼎盛新材料年产700万平方米烧结法
微晶保温装饰一体板项目、投资20亿元的江西筠剑竹业竹产
业科创园项目、投资20亿元的中华精品植物博览园项目。

宜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了“标准地+承诺制”“企业
安静生产期”等举措，梳理了首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
罚清单”185 条、“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53
条，为项目顺利落地提供一流服务环境。

宜丰“云上”签约110亿元

本报新余讯（通讯员倪菁、桑俊杰）“太感谢你们了！没
想到这么快就帮我们拿到了工钱。”近日，34名农民工领到自
己辛苦挣来的17万余元工资后，激动地对新余市渝水区法律
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说道。

据悉，这34名新余籍农民工跟着老板廖某在河南省新乡
市获嘉县一项目做木工。项目停工后，开发商向廖某支付了
所有的木工人工费，但廖某仅支付了一部分工资，多次讨要无
果的农民工向渝水区法律援助中心求助。经该中心多方协
调，廖某终于支付了17万余元劳务费。

近年来，该区高度重视农民工维权，建立健全劳动保障监
察工作制度，对拖欠工资、社保，违规收取押金等违反劳动法
律法规案件的办理进行专人管理、专人负责。同时，积极开展
法律援助，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绿色通道”，完善法律援助工
作机制，对农民工申请支付劳动报酬案件，优先受理、优先开
庭、及时裁决、快速结案。近三年，该区法律援助中心共受理
农民工讨薪案591件，帮助农民工讨薪186.84万元，切实有效
地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渝水区帮农民工追回工钱

1月18日，位于横峰经开区的江西兴南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项目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焊接设备。该项目总投资 20 亿
元，预计1月底主体工程可建成。 本报记者 余 燕摄

本报鹰潭讯 （记者钟海华 通讯员车
晓露）日前，江西铜业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申
报进口的95.7吨再生铜在鹰潭海关顺利通
关，仅此一项便为企业节省了原料成本 15
万元。去年以来，鹰潭海关以实施“十百千
万”服务工程为抓手，围绕打造“四最”营商
环境，送出一系列惠企“大礼包”，全力支持
外贸企业“轻装上阵”。2020 年，鹰潭市外
贸进出口总值324.7亿元，增长9.2%。

去年以来，鹰潭海关全面梳理支持疫
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政策、措施，通过窗口
咨询、线上沟通等方式加强对具体政策的
宣传、解读，确保海关优惠政策让外贸企业
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掌握、第一时间享
受，并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努力降低企
业进出口环节成本。2020 年，在已实施 14
项优惠贸易协定（协议）项的基础上，鹰潭
海关为申报出口货物企业出具原产地证书
3051份，企业减让税款1.7亿元。

为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激发外贸
企业活力，鹰潭海关深化落实“放管服”改
革要求，不断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多证
合一”改革，取消减免税备案，落实出口食
品企业许可改备案管理，分批次做好证明
事项的清理，减少审批事项 12 种。同时，
持续压缩整体通关时间，重点做好报关单
接单审核，确保 100%半小时内接单；全程
跟进报关单及时放行，避免因环节衔接不
畅延误通关时间。

针对民营企业外贸政策不熟、专业人
员不够、外贸经验不足的特点，鹰潭海关深
化“点对点、一对一”精准服务，“零距离”

“零接触”加强与辖区 36 家重点外贸企业
的沟通联系；建立企业反映问题动态“清
零”机制，坚持一企一人、一企一档、一企一
策，进行逐一分解、建档督办，确保清账销
号、见底归零。2020年，该关精准帮扶企业
15 家，解决问题 24 个，全市民营企业进出
口总值63.5亿元，增长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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