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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抚州讯 （记者陈青峰 通讯员章
晋辉）去年以来，抚州市临川区在“高”与

“新”上持续发力，坚持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集中力量抓好一批产业层次高、成长空
间大、带动效应强的大项目，以完善产业
链，带动上下游企业的集聚。2020 年，全
区共引进项目49个，总投资168亿元。

理念求“新”，全力招大引强。该区通
过在外商会、行业协会等平台，加强与基金
公司、人力资源公司、专业招商公司合作，
创新开展以商招商、委托招商、基金招商、
产业招商、商会招商等招商方式，聚焦主导
产业、巧用自身优势、创新招商方法，先后
引进投资52亿元的智汇产业园、投资30亿

元的中国电子科创产业园等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成功引进
上市公司万向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
现临川区上市公司“零”的突破。加大对低
效闲置土地的清理盘活力度，通过整合、嫁
接、重组等方式，累计盘活低效闲置企业 8
家，盘活土地 1300 多亩、厂房 28.5 万平方
米，全部安排新企业入驻。通过引进年产
12万吨工业铝型材加工项目，盘活了闲置
多年的广银铝业厂房，并依托该项目开展
产业链招商，引进铝型材生产加工上下游
项目，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方向求准，突出产业集聚。该区紧紧
围绕电子信息首位产业，不断推动电子信

息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加快园区平台建
设，打造高新科技产业园、智汇产业园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科创产业园三大电子信
息产业园。加大招商推介力度，与深圳、
东莞、苏州等地电子信息行业协会、智能
制造协会建立合作关系，派驻专业招商小
分队常驻昆山、深圳等电子信息产业发达
地区，积极承接昆山、深圳等地电子信息
产业转移。先后引进落户了北斗导航芯
片、半导体、LED 光电、智能终端、物联网
等行业 21 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 18 家企
业已实现投产。

服务求“优”，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实行“一对一”服务，建立服务重点工业企

业（项目）工作专班制度，每个服务专班由
一名区级领导带队，从相关部门抽调人员
具体负责，对重点工业企业和引进的重大
工业项目从项目签约、注册、开工、投产、运
营全程领办代办，让企业多点时间跑市场、
少费功夫跑审批。实行“面对面”纾困，积
极搭建融资平台，并安排专门工作人员直
接到企业上门帮扶，帮助企业与金融机构
对接解决融资难题。去年有 34 户企业通
过“财园信贷通”融资平台获得贷款支持,
累计放贷金额 1.5 亿元。全面落实“降成
本、优环境”系列优惠政策，累计为36户企
业兑现税收返还奖励、技改资金及贷款贴
息补助等企业发展扶持资金2.29亿元。

引进大项目 完善产业链

临川区精准招商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朱雪军、吴欣荣

通讯员付华）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
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
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记者 2月 1日
从省司法厅获悉，全省行政执法部门
依托“双随机、一公开”行政执法监督
平台，推行监管清单制度、年度检查
计划制度、监管和信息公示制度、联
合抽查制度、行政检查监测点制度，
有序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
作，深化简政放权，提升监管的公平
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减轻企业负担。

推行监管清单制度，要求各地公
布年度抽查事项清单，实行清单外无
检查。对涉企现场检查事项进行全
面梳理论证，通过取消、整合、转为非
现场检查等方式，压减重复或不必要
的检查事项。市场监管领域“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实现全覆盖。

推行年度检查计划制度，由各
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有多个种类
检查事项或者对同一监管对象有多
项 检 查 事 项 的 ，进 行 检 查 事 项 整
合。严格控制检查的次数、范围和
规模，明确不同种类监管事项的随
机抽查比例和频次，防止抽查过多
和执法扰民。

推行监管和信息公示制度。加
大对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
公共交通、劳动保障等重点领域行政
执法协调监督力度，组织开展重点领
域行政执法工作督查。拓宽社会监
督渠道，让市场主体、新闻媒体、行业
组织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执法监督
工作。

推行联合抽查制度。积极探索
开展跨区域、跨部门联合随机抽查的
具体模式和工作机制，要求联合执法
（检查）比例达总事项的 10%以上，并
纳入对各地法治政府建设年度考核
范围。

推行行政检查监测点制度。按
照属地原则，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设立行政检查
监测点，明确中小微企业占比在 60%以上。全省各地共建
立行政检查监测点34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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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三中心”融合平台服务群众

分宜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分宜讯 （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黄传庚、甘婕妤）
1 月 28 日，分宜县洞村乡一名在外务工人员进入“画屏分
宜”客户端，在“三中心”融合平台点单，想了解返乡是否需
要核酸检测及隔离等事项。管理员接单后，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派单给所属村级志愿者。志愿者迅速接单，与这名
务工人员对接，解疑释惑。这是分宜县运用“三中心”融合
平台服务群众、助力疫情防控工作的一个实例。

分宜县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者服
务中心“三中心”融合，是该县2019年以来深化媒体融合改
革、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新举措。该县以“画屏分宜”客户
端为主平台，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主阵地，以志愿服
务为主抓手，建立“三中心”融合服务模块，健全县、乡、村
三级统一调度制度，形成线上线下“点单、派单、接单、评
单”服务闭环，从而推进文明实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三中心”融合平台建立以来，全县直接融合阵地 297
个，成立志愿服务队伍327支，招募志愿者4500余名。在当
前冬春疫情防控重要时期，“三中心”融合平台主动响应群
众需求，调度志愿者到商场超市、居民小区、田间地头，开
展防疫宣传活动，参与各村、社区出入口疫情防控监测点
值班值守。目前，该平台接单派单 1129件，直接联动千余
名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据统计，共发放防疫宣传单
3.6万份，张贴防疫海报2.24万份，出动人员2.23万人次，累
计服务时长4.94万个小时，劝导取消婚宴、生日宴、乔迁宴
等300余起。

本报吉水讯 （记者李歆 通
讯员王薇薇、刘必翔）“多亏当时
有免息贷款的好政策，现在我养
羊一年纯收入有 8000 多元，生活
越来越好了。”近日，吉水县盘谷
镇下居村贫困户周小根满脸笑
容。2018 年，他通过办理 2 万元
的小额信贷免息贷款，获得发展
产业的第一笔资金。

为充分发挥金融助推脱贫攻

坚作用，吉水县制定出台相关政
策，为有产业发展意愿的贫困户提
供5万元以下、5年期以内免担保、
免抵押、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为
吸纳贫困户入股或务工的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组织等提供5万元以
上信用贷款。全县共有2907户贫
困户获得扶贫小额信用贷款1.7亿
余元。截至 2020年 10月底，全县
7436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签约12个项目 总投资100亿元

章贡区招商引资“开门红”
本报赣州讯（记者唐燕 通讯员胡江涛）2月2日，赣州

市章贡区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共签约项目 12个，投资
总额100亿元，实现2021年招商引资“开门红”。

据了解，该区此次签约的 12个项目主要以生物医药、
数字经济、文化旅游等项目为主，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支撑作用明显，具有很强的引领性、创新性和成长性。
近年来，章贡区围绕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首位产业，推进
以商招商、商会招商等招商方式，营造了招商安商的浓厚
氛围。同时，强化“保姆式”跟踪服务，推行重大项目专班
制度，对重大项目实行挂图作战，落实问题办理“周办周
结”机制，点对点解决企业困难和问题，有效助推了企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资溪讯（记者李耀文 通讯员余进）日
前，我省发布2020年全省环境和地表水环境质
量通报，资溪县在全省100个县（市、区）环境空
气质量评比及环境质量综合排名中均位列第
一。据统计，目前资溪县森林覆盖率为 87.7%，
境内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最高达 36
万个，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9.7%，跨
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

早在 2002 年，资溪就率先提出并实施“生
态立县”战略。特别是近年来，该县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决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制定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方案，与中
科院合作建成空气负氧离子检测站，为生态保
护装上“电子眼睛”，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魄
力，先后关闭农药厂、化工厂、造纸厂等高污染

企业，淘汰食用菌产业，规范压缩和关停180多
家石材、高消耗木竹加工企业，将约100个工业
污染项目拒之门外。

该县在大力开展“守山护水、治污除霸”整
治行动，开展环保突出问题大排查大整治，持续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的同时，认真落实林
长制、河长制、湖长制，实施“最优森林、最净溪
河、最美山城、最真乡村”四大工程，全县所有天
然河流水域退捕禁渔至2030年。全力推进农村
环境整治扩面提质，统筹做好环境整治、垃圾分
类等工作，扎实开展建筑工地及道路扬尘、工业
废气、机动车尾气、餐饮油烟四大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抓好饮用水源地保护、城市黑臭水体整治、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入河排污口整治专项行动，让
资溪跻身“江西省第一批美丽宜居示范县”行列。

2月2日，游客在鄱阳湖鞋山湿地游玩。每年的2月2日为世界
湿地日，在这一天，世界各国都举行不同形式的活动来宣传保护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本报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绝美湿地

南昌市青山湖区纪委监委聚焦疫情防控最新要求、疫
情防控重点任务，保障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落地落实。图为
2月3日，塘山镇纪委工作人员对网吧、宾馆、酒店疫情防控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重点检查。 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资溪环境质量指数全省领先

2月2日，在会昌县湘江国家湿地公园河道清砂
疏浚工程现场，施工机械正在加紧作业，改善湿地公
园周边河道水质。 特约通讯员 朱海鹏摄

吉水扶贫贷款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横峰讯 （记者吕玉玺
通讯员余琳）近日，横峰县药植园
的千丰中药材基地一片繁忙景
象，村民忙着采收药材郁金，脸上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基地种植郁金 100 亩，
预计产量 15 万公斤，收入超过 60
万元。”千丰中药材基地负责人
说。该基地与科研院所合作，实
行错时种植、错时收获，轮作种植
了十余个药材品种，既提高了中

药材品质，又增加了土地产出。
近年来，横峰县充分利用当地

资源优势，在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集观赏、药用、旅游、培育、研发于
一体的综合性药植园，引进龙头
企业建设千亩中药种植示范基
地，发展了13个中药村，打造赣东
北中药材种植加工示范区，鼓励
和引导农户种植中药材。如今，中
药材种植逐渐成为当地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的优质产业。

横峰中药材产业助农增收 2 月 2 日，永丰县恩江
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区，
七都乡马蹄洲村农民在水
土保持生态果业基地管护
果树。连日来，当地农技干
部指导果农采取灾后剪枝、
浇水、增肥等管护补救措
施，促进果树正常生长。

特约通讯员 刘浩军摄

2 月 3 日，靖安县双溪
镇河北村农民在地里采摘
蔬菜。当日是立春节气，靖
安县农民抢抓农时，积极开
展农事劳作和春耕备耕工
作，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生
产景象。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人勤春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