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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安福县工业园的制尺厂，
只见车间里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尺子，工
人们正忙碌地工作。制尺厂的创办人是
3名退伍军人，企业还吸纳近百名乡亲就
业，让他们都过上了好日子。

牵头办厂的退伍军人罗金华，是安
福县彭坊乡彭坊村人。今年36岁的罗金
华，2003年从部队退伍后，在义乌小商品
城拉货，2008年改行做电商，量衣尺便是
他在淘宝上经常售卖的商品。

“许多服装卖家把量衣软皮尺作为

礼品赠送给买家，利润小但需求量极
大。”罗金华说，正是看到其市场潜力，
才产生了自己办厂的念头。2010 年，罗
金华拿出 40 多万元积蓄在义乌办了个
小作坊，由于量衣尺制作是个冷门行当，
技术也不复杂，他的小作坊生产、销售一
路顺风。

2019 年，罗金华有一次回家乡，发
现安福的创业环境不错，于是决定回乡
办厂。当年 10 月，在安福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协调下，罗金华如愿把制尺厂迁

回县工业园，并请来另外两名战友老乡
合伙。

战友的加入，壮大了企业的资金实
力，管理更加规范，企业开始扩大规
模。制尺厂在工业园区购买了 15 亩
地，建起了新厂房，还在平都、金田、洋
门三个乡镇开办了分厂。现在，这个厂
比在义乌时增加了 6 条生产线，工人也
增加了 10 倍，当中还吸纳 10 多名退伍
军人就业。

想着有些妇女出门务工不便，罗金

华就让她们把产品和包装材料拿回家
做，包装好了，分厂再派人上门收集。金
田乡苧田村退伍军人王雨龙上有老下有
小，他每天去分厂拿货回家给妻子做。
这样，妻子不仅把一家老小照顾好了，而
且每月还有3000多元收入。

罗金华透露，由于手头订单很多，他
们准备再扩大生产规模，把厂子做大做
强，惠及更多的乡亲。

“罗金华等人争当退伍军人创业排
头兵，为周围群众提供增收途径，值得赞
扬。”安福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该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退伍
军人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全县由退伍
军人创办的小型工厂、家庭农场、餐饮企
业等经济实体达600余家。

小菜场，大民生。近日，在南昌
高新区中兴路，一家“五星级”农贸市
场——中兴智慧市场开业不到一个
月，就成为当地的网红菜市场。这里
不仅环境好、颜值高，更凭借电子秤联
动显示、食品可溯源、农药残留检测等
智能化管理模式，赢得了百姓和商户
的一致好评。

4 月 20 日上午，记者来到中兴智
慧市场，入口处的大数据中心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当天市场的交易总量、
交易笔数、交易金额、客流总量，以及
菜品农药残留检测结果等信息都显示
在墙上的大屏幕中，每个人进门都能
看见。

紧挨着大屏幕的，是一块可触摸
查询的小屏幕。屏幕界面展示了菜品
的指导价、涨幅信息，顾客还能查看商
户信息、行业信息等。“提供这些数据，
一方面可以供买菜的居民查看，增加
市场与顾客的互动。另一方面让市场
主管部门更好地进行监管，方便应对
突发情况，促进问题尽快解决。”中兴
智慧市场经理张爱军介绍。

走进市场内部，只见每个摊位上
的菜品摆放有序，并配有单独的垃圾
桶。市场地面干净整洁，过道宽阔敞
亮。谈到对这个新生菜场的印象，前
来购物的顾客表示，环境好是吸引他
们来这里的前提，体验佳则是这里真
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兴智慧市场面积
2400 余平方米，设有 84 个摊位，规划
了海鲜、果蔬、肉类、熟食、百货、儿童
娱乐等功能区域，让前来购物的人一
目了然。在每个摊位前，都挂着一块
电子显示屏，屏幕左边是商户的姓名、
电话、营业执照和星级评定，右边是滚
动播放的市场当天的菜品指导价和支
付二维码。

记者在一家蔬菜摊位前，选了几
根茄子上秤，屏幕上立即显示出重量
和价格。付款后，一张带有“食品追溯
码”的小票随即生成。记者用手机扫
码后，点击“追溯查看”，就看到了购买
产品的产地来源、供货商、经营户、农
药残留检测等信息。值得一提的是，
每个摊位的电子秤都由市场管理方统
一免费配置，有效解决了摊贩称重标
准不一、短斤少两的问题。

正在买菜的张先生对此赞不绝
口，他表示，以前自己不愿意来菜市
场购物，一是因为环境卫生问题，二
是信息不透明。“自从这个市场开业
后，我一有时间就会过来。这里不仅
环境让人舒心，而且价格透明，童叟
无欺，质量安全，让人特别放心。”张
先生说。

“顾客购物时，还可以扫码给摊
主点赞或投诉，点赞越多，摊主的星
级就越高。如果有投诉，市场管理人
员会立即联系顾客协调解决。”张爱
军介绍。

记者看到，市场西侧单独设立了
农药残留检测室，工作人员每天会抽
取 10种至 15种菜品进行检测，并把检
测结果实时发布在市场的电子屏幕
上。市场的东侧，还设有免费的儿童
娱乐区、母婴室和净菜区，以更好地满
足顾客的不同需求。

“我现在都会带着孙子来买菜。
买完菜后，孙子在娱乐区里玩，我就在
旁边洗菜，特别方便。买了这么多年
的菜，压根就没想过菜市场里还可以

有这么‘高大上’的配置和体验。”市民
刘大妈笑着说。

百姓的口碑加上客流量的增加，
市场内商户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来
自鄱阳县的朱心环是市场开业后第一
批入驻的商户，主营肉类，每天收入有

几千元。他高兴地对记者说：“这才刚
开业没多久，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
这也是我见过最干净、最智能化的菜
市场，相信随着周边楼盘入住率的提
高，市场的人气会越来越旺，我们的收
入也会越来越高。”

每个摊位上都有一块电子显示屏，可与电子秤联动显示。

中兴智慧市场环境好、颜值高。

瑞昌建成辐照中心惠企惠民
本报瑞昌讯 （记者曹诚平）一包包出口宠物食品通过传输

带送进辐照区，几分钟后从另一端出来，就完成了灭菌过程。在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瑞昌核物理应用研究院辐照中心建成前，
瑞昌华亨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宠物食品要运到上海去
进行辐照。如今，产品可就地完成辐照，既省时、便捷又价廉。

瑞昌核研院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与瑞昌市政府联合
创建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瑞昌核研院辐照中心项目
安装一台高能直线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专业从事辐照加工服
务及相关科学研究，广泛应用于食品、药品、医疗器械、芯片等
行业辐照灭菌和材料改性加工服务，对提升产品质量、促进相
关产业升级起到推动作用。

瑞昌核研院副院长黄青华介绍，相比喷洒消毒剂、紫外线
照射和高温灭菌，辐照灭菌有着独特的优势：γ 射线或电子束
穿透力强，可以在不损坏包装的情况下，对包装物进行辐照；辐
照在常温下进行，可保持食品的性状、质地及色、香、味等；辐照
是物理加工过程，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药品。世界上已有30多
个国家建立了食品辐照中心，对水果、肉类、蔬菜、药材等进行
辐照，以达到灭菌、杀虫、抑制农产品发芽、延长保存期等目
的。经长期动物和人体试验证明，一定剂量辐照下的农副产品
及其加工品不具有放射性，不产生有毒物质，对营养价值没有
影响，且保鲜效果明显。目前市场上很多食品，如泡椒凤爪、方
便面调味包等，都经过辐照处理，我国现有多种辐照食品通过
技术鉴定。

同时，辐照广泛应用于通信电子、电力交通、石油化工等诸
多领域，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医院使用的一次性输液器、
针管等，都经过辐照灭菌处理。黄青华介绍，我国每年辐照食
品、医疗产品等总量巨大，辐照产业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很好。

东湖区加大涉企案件执行力度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感谢你们帮我们收回了货款。”

近日，江西某建材有限公司负责人在收到被拖欠的货款后，对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说了这番话。

原来，江西某建材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西某建筑开发集团、南
昌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两被告按期归还货款22万余元。但到了还款期
限，两被告却并未还款，江西某建材有限公司依法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今年3月，执行法官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江西某
建筑开发集团的相关信息梳理清楚，及时冻结了其一笔银行存
款，并将执行款22万余元划扣转到江西某建材有限公司账上。

据介绍，东湖区人民法院将进一步提高执行效率，对涉企
业执行案件做到快执快结，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为优化营商
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临川区技能培训促农民就业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章晋辉、陈新华）“有技术就是吃香，

不仅找工作容易，而且工资高，这真的要感谢区人社局的帮
忙。”4月20日，在抚州市临川区上顿渡一家蛋糕店，来自该区鹏
田乡的陈晓敏正在制作花式蛋糕。去年，陈晓敏参加了区人社
局组织的技能培训，学习了蛋糕制作技术。之后，又在就业部
门推荐下，进入蛋糕店工作，月工资3000多元。在临川，像陈晓
敏一样参加了技术培训成功就业的农民有3000余人。

为了促进农民就业，增加收入，临川区人社局开展了多层
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工作，让参训农民掌
握实实在在的技术。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邀请专家
就糕点制作、小手工、种养等进行专题培训，深入乡镇、村组和田
间地头作现场指导。并根据农民的兴趣特点、知识盲点、关注热
点，采用农民一听就懂、一看就会、一用就灵的乡土教材，用大众
的语言讲清楚、说明白，让农民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4月21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村党总支结合“4·23世界
读书日”开展了“传递新时代 新阅读 新向往”主题活动，对高
龄党员、流动党员“送学上门”。 通讯员 聂雪松摄

环境干净整洁，食品可溯源，农药残留可查看

智慧农贸市场让买菜更舒心
本报记者 陈 璋 文/图

退伍军人办厂惠乡亲
刘丽强 本报记者 徐黎明

4 月 21 日，
萍乡市安源区
五陂镇十里花
溪，居民在栈桥
上 观 景 游 玩 。
当地融合湿地、
溪流、村落等资
源，打造集滨水
休 闲 、生 态 体
验、花海观光等
功能于一体的
景观带，成了周
边居民户外“打
卡”的好去处。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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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提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日前，省卫健委、省发改委、省教育

厅、省工信厅、省人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应急管理
厅、省医保局和省通信管理局联合制定了《江西省进一步完善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我省院前医疗急救
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院前医疗急救的需求。

加强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各地要结合城乡功能布局、
人口规模、服务需求，科学编制辖区院前医疗急救站点设置规
划，并在城市建设中为急救站点预留产权公有、通行便利的房
屋场所。设区市城区二级以上医院急救服务半径不超过 5公
里，农村地区医疗机构急救服务半径不超过20公里。

加强院前急救人才队伍建设。各地要根据急救网络规划，
合理配置院前医疗急救专业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规范开展
院前急救人员岗前培训和岗位培训，加强调度员、驾驶员、担架
员业务培训，完善考核管理。强化内部运行机制、人事管理制
度改革，建立健全适应院前医疗急救行业特点的绩效评估指标
体系，将考核结果与岗位聘用、职称晋升、绩效分配挂钩。

提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各地要推动院前医疗急救
网络与医院信息系统连接贯通，推动院前医疗急救调度信息与
通信、公安、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的信息联
动，实现道路电杆编码，高速公路、国、省道公里路桩，实时路况
和应急救援力量信息共享。各地要建立辖区公众急救培训管
理体系，制订培训计划，统一培训内容，整合急救中心、红十字
会、公立医院及社会化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开展针对社会公
众的心肺复苏等基本急救技能培训，强化公众自救互救意识和
能力。全省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统一为“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