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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宜春市行政审批
大厅，新设立的“有求必
应”服务专区格外醒目，前
来办事的群众络绎不绝。
这是该市以“让企业群众
的每一个诉求都得到圆满
解决”为目标，于今年实施
的特色服务新举措。

近年来，宜春市持续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简政放权，群众“最多跑一
次”；放管结合，小细节造
就大成效；服务升级，小窗
口凸显大民生……通过一
项项务实且不断优化的服
务措施，瞄准发展所需、民
心所向的“靶心”，推动政
府转变职能，激发社会和
市场活力，倾力打造“四
最”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建
设全省政务服务满意度一
等市，让企业群众享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权力做“减法”：
简政放权提速增效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是民心所向、民意所指，
是党委政府的职责和担
当。如何让企业和群众办
事少进门、少跑路、多便利？
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
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

“营业执照现在能办
好吗？我十点多的飞机去
深圳。”深圳市创东方投资
有限公司的黄苏敏女士着
急地问道。2月24日9时，
黄女士一上班就急匆匆地
来到宜春市行政审批局商
事登记窗口。“别着急，赶紧把材料递过来。”工作人
员接过她提交的宜春创东方屹忻大健康产业投资中
心开业登记的材料，经过认真审查，20分钟后，黄女
士就顺利拿到打印好的营业执照。“没想到，你们办
事这么快！”她感慨地说。

坚持“企业为王、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宜春市不
断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精简材料、压缩时限，为市
场主体提供最优、最简、最快的服务。推进企业开办

“一日通”，到现场窗口申报的随到随办，颁发营业执
照、印章刻制和首次发票领取半天时间就可以办完。

以群众办事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宜春聚焦高
频政务服务事项，全面梳理办事链条，深化“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将“一事一流程”整合为“多事一流程”，
变“不同窗口办几件事”为“一个窗口全链条办一件
事”。目前，17个“一件事一次办”事项共减少办理环
节55个，减少申报材料58个，压缩办理时间181天。

“‘一件事一次办’改变了以往部门窗口‘单打独
斗、各自为战、分散式、摆摊式’的受理方式，打通了
企业群众‘多头跑、反复跑、找人难、办事难’的难点、
堵点、痛点，实现了一站式高效快捷的政务服务。”宜
春市行政审批局局长彭林如是说。

服务做“加法”：解忧纾困关爱贴心

近日，宜春西一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况
忠强专程来到宜春市行政审批局，送来写有“想企业
所想、解企业所需”字样的锦旗。

该公司的管理和技术属于韩国奥拉克医疗所
有，但公司的韩国技术管理人员所持商务签证只能从
事商业贸易活动，且必须在20日内返回韩国，如得不
到技术员的指导，公司相关业务就不能开展。公司向
市行政审批局“有求必应”服务专窗反映后，该局借鉴
上海的做法，允许持有签证的外国人申办来华工作许
可证，并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仅用一天时间就完成受
理、审核程序，为公司避免了550万元的损失。

“领导服务协调办、重大项目跟踪办、绿色通道
极简办、主动服务帮代办、疑难问题兜底办”，宜春市
行政审批局今年创新设立的“有求必应”服务专区

“用窗口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对“急难愁盼”问题
按“可以办理”“可能办理”“不能办理”，分别在3个、6
个、1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或答复，真正做到“事事有
着落、件件有回音”。

服务有“温度”，发展才有力度。宜春急企业之
所急，把为企业排忧解难当作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千方百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尽心竭力为企业
发展铺就坦途，绘就政企“同心圆”。

“真是为百姓着想，服务很贴心、很暖心！”家住
宜春市袁州区的陈先生曾在长沙工作，如今打算回
家乡创业。3月 16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宜
春市民服务中心，询问能否将长沙的养老保险关系
转回宜春。经过“跨域通办”社保窗口工作人员的协
调办理，在一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养老保险关系转移
接续，免除了他两地来回跑的麻烦。

聚焦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需求，宜春市深化“跨
域通办”三级服务体系改革。在全省率先开展政务
服务“省内通办”，实现了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营业
执照遗失补领换发等与长沙、株洲等地“跨省通办”
事项 30个，以及与新余、萍乡、吉安等地“省内通办”
事项64个。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下，宜春行政
审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用权力的“减法”、服务的

“加法”换取企业和市场活力的“乘法”，宜春大地一
派勃勃生机！

记者手记

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内容，是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关键举措，也
是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途径。宜春市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
系，以企业和群众需求为导向，打好简政放权、优化
服务的“组合拳”，为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和社会
活力创造了必要条件。

近日，我省少儿戏曲界迎来了一件盛
事——“育苗杯”第五届江西省少儿戏曲小
梅花大赛在赣州市艺术剧院举行。来自全
省 7个表演集体、300余名小朋友参赛，34
个表演节目角逐大赛各奖项。

江西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是江西省
文联、江西省剧协主办的一项高规格的少儿
戏曲艺术活动，自2017年起每年举办一届。

亮点一：戏曲好苗子不断涌现

不到园林，不知春色几许。千回百转，
莺啭入耳，戏曲的魅力从来没有在历史的
风尘中褪色。作为传统艺术，对戏曲人才
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自 2017年起，江西省少儿戏曲小梅花
大赛至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五年来，先后
有来自省内 8 个设区市、4 个基地和 40 余
所中小学校 2000 余人次的小选手参加大
赛。其中，有 30人次通过选拔推荐，获得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荣誉，还有10个集
体节目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展演“最
佳集体节目”奖，为我省少儿戏曲人才建设
架起了梯队。

小荷才露尖尖角，在今年的小梅花大
赛中，好苗子仍然抢眼。如本届大赛的个
人表演一等奖获得者陶妙颖，自 4岁起就
开始练习京剧武旦技巧。本次大赛她表演
的是京剧剧目《战金山》的一折。《战金山》
是一台很考验演员功力的武旦戏，只见陶
妙颖一身武旦扎靠，一个翻身、一个卧鱼动
作，准确到位，引得现场观众连连叫好。

比赛当中，一曲婉转柔美的青阳腔《连

环计——貂蝉拜月》把观众带进诗意柔情
的戏曲世界中，身着一袭粉衣的貂蝉舞动
着手中的水袖，对着一轮明月缓缓地低唱
浅吟……这是来自湖口县付垅中心小学的
五年级学生孙艺雪。从去年开始，她跟随
老师学习青阳腔。“孙艺雪学戏很有灵性，
有这方面的天赋。”碰到一个好苗子，该县
付垅乡青阳腔剧团团长、校外辅导老师饶
江钗兴奋不已。为了更好地传承地方戏
曲，付垅中心小学从 2017年开始把青阳腔
引进校园，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和传承湖口
县的瑰宝文化。

刘雅莟是南昌市松柏巷小学二年级的
学生，两年前由父母带领着在东湖区文化
馆接触了京剧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京剧
艺术。她的兴趣爱好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每周一次，她都在东湖区文化馆学习少儿
京剧表演。《苏三起解》《红灯记》等经典剧
目她都学过。这次她来到赣州与同伴们集
体表演京剧《奇袭白虎团》的片断，并获得
集体表演二等奖。

“江西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见证了
我省少儿戏曲的发展，对促进我省戏曲艺
术的发展和传承具有深远的意义。”本届比

赛评委，国家一级演员、江西省京剧团原团
长、江西省非遗中心保护中心党支部书记
万玲媛认为，如今大赛表演的内容越来越
丰富，涉及京剧、赣剧、越剧、青阳腔、赣南
采茶戏等，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
保护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亮点二：致敬传统也融汇现代

中国戏曲宛若一位待字闺中的古典
佳人，伴着唐风宋韵的高叹低吟，沿着南
戏、元杂剧的历史轨迹一路莲步轻移而
来。而作为国剧的京剧，在本次大赛的表
演剧目里比重也很重——34 个表演剧目
中，有 24 个是京剧表演剧目。经典的京
剧剧目如《天女散花》《杨门女将》《战金
山》《大闹天宫》等等，都被小演员们演绎
得有声有色、有板有眼，韵味十足，引来台
下观众满堂喝彩。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选择在赣州
举办另有一番意味。因为举办地的缘故，
赣南采茶戏这朵戏曲奇葩也在本次大赛精
彩绽放。

“三山五岭八镜台，十个铜钱买得来。”

台上的小朋友化身为小导游，嘴里唱着赣
州的特色景区，“往左看，章江连贡江，波光
粼粼水浪滚滚来啊滚滚来！往右看，一座
是古浮桥，就像一条长长的巨龙水上摆，实
在是有气派啊有气派！”在娃娃们的表演
中，现场的观众仿佛走进了赣州城，感受到
了这座城市的古色古香、古风古貌。

于是，一台五彩缤纷的少儿戏曲小梅
花大赛，便在致敬传统与融汇现代中，绽放
出了它夺目的色彩。

当晚，大赛还为小演员们举行了颁奖
典礼，舞台上，一个个少年儿童穿着戏装，
目光热切，散发着英气，他们带着对戏曲艺
术的痴迷和向往，呈现了新时代少年人的
蓬勃朝气。

“他们热情地拥抱着戏曲艺术，吮吸着
戏曲艺术的甘露，戏曲文化在他们身上延
续着不变的基因。如果说少儿戏曲小梅花
是含苞待放的花蕾，那么他们也必将成为
怒放的花朵。”江西省戏剧协会卢勇表示，
近几年，江西少儿戏曲在全国少儿戏曲小
梅花大赛中取得的好成绩，离不开我省丰
厚的戏曲资源，更离不开我省各界对当地
戏曲传承的努力。

致敬传统 融汇现代
——第五届江西省少儿戏曲小梅花大赛侧记

本报记者 钟秋兰

继看花、赏枫、晒秋之后，民宿成为婺源的又一张全
域旅游名片。

自2011年第一家古宅型民宿九思堂开业以来，经过
十年快速发展，如今婺源民宿总数超过900家，呈现以九
思堂为代表的古宅度假型、以厚塘庄园为代表的徽州文
化生活体验型、以花田溪为代表的乡间野趣型等多类型、
多层次的发展格局，并形成篁岭、思溪延村等一批民宿集
群，民宿产业不断提质提标。

民宿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婺源县委、县政府
的鼓励扶持。该县在全省率先推行民宿规范经营许可制
度，出台《民宿（农家乐）特种行业许可实施办法（试行）》，
设立2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产业发展，并适时成立婺源
民宿协会对行业进行规范管理。

从身份含糊的“游击队”到持证经营的“正规军”，婺
源民宿产业由此走上规范管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走
在全省民宿产业发展的前列。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民宿产
业不断提质提标

说到古宅民宿，不得不提及吴志轩——婺源古宅型
民宿“吃螃蟹”的人。

2011年国庆节，九思堂在婺源县清华镇开业。这家
由一栋老宅改造而成的古宅型民宿，吴志轩把徽州文化
融入其中，游客住在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欣赏古宅
各类精美的雕饰，还可以全天候感受古宅厚重而独特的
文化气息。一时间，九思堂名声大振，引爆婺源“旅游
圈”。一年多的时间里，将军府、明训堂等古宅型民宿如
雨后春笋般涌出。

“开业后各方面反响都非常不错，但我们自己住了几
个月之后，恨不得拆了重修。”5月19日，吴志轩笑着对记
者说，当时是他们团队第一次做古宅型民宿，没有任何现
成经验可以照抄照搬，像古宅的防潮处理、隔音效果、保
温功能以及日常保养等，都是精细活。“之后打造的继志
堂、留耕堂、务本堂、虑得堂 4栋古宅，我们吸取了之前的
教训，在修缮保护和功能提升上花的功夫都大大超过九
思堂，尽力让游客的体验感更好。”

“回望这十年发展，差不多是三年一个台阶。从最初
对古宅进行简单的修复、保护后经营，到 2014年左右，发
展到对古宅的硬件进行全面升级、对服务流程进行相应
规范，不断增强客户的舒适度。”婺源县民宿协会会长、婺
源厚塘度假庄园创始人刘芳告诉记者，用业内的话来说，
就是“外面五百年，里面五星级”。

如今，一些注重品牌建设的中高端民宿，积极顺应旅

游品质升级、游客需求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在民宿
中厚植文化元素，将造纸拓印、采茶制茶、木雕制作等传
统工艺融入经营，以此提高游客的体验感，延长游客的停
留时间，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品牌效应。“厚塘庄园就将农
耕文化和马术文化融入其中，让游客获得了不一样的体
验。”刘芳说。

据悉，目前婺源民宿总数超过 900家，其中中高档民
宿 130余家，呈现以九思堂为代表的古宅度假型、以厚塘
庄园为代表的徽文化生活体验型、以花田溪为代表的乡
间野趣型、以从前山居为代表的精品小筑型和以天净沙
为代表的洋民宿等多类型、多层次的发展格局，并形成篁
岭、思溪延村等一批民宿集群。

“从小而散，到多而全；从民宿老板自发经营，到政府
引导、扶持和规范管理；从注重室内环境和个性体验的单
体运营时期，到注重联动开发和多业态经营的民宿集聚
时期，十年间，婺源民宿产业不断提质提标。”长期关注研
究当地民宿产业的汪先生对记者表示。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一系列制度
为民宿发展保驾护航

2011年，在婺源民宿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该县立足
古村落资源优势，抓住婺源获批全国唯一国家乡村旅游
度假实验区契机，确立“高端民宿做优、中端民宿做强、低
端民宿做精”的工作思路，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全
面铺开”的方式，推动民宿产业规模化和集聚化发展。

做民宿，光有情怀是远远不够的。为帮助民宿业主
解决实际困难，近年来，婺源县出台《民宿产业扶持暂行
办法》，县财政每年安排 2000万元，用以奖励和扶持民宿
产业。由县财政筹集资金设立风险缓释基金，撬动信贷
资金发放“旅游业信贷通”（以下简称“旅贷通”）贷款，拓
宽融资渠道，解决民宿主“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全
县秀美乡村建设和涉农资金项目安排上，优先建设民宿
发展集聚村的基础设施。打造历史文化名村虹关村、“摄
影村”漳村、“进士村”严田村等一批“免费景点”，为后续
民宿产业集聚发展拓展空间。2017年年底，婺源县民宿
协会成立并编制《婺源民宿标准》，积极引导全县民宿标
准化、规范化发展。该县制作婺源民宿地图广泛推介，提
升外界的关注度，打响“婺源民宿”整体品牌。

2020年12月，该县出台实施的《关于优化服务规范婺
源民宿投资开办流程（试行）》明确规定，由村居对辖区内
实施发展民宿的资源进行调查摸底，对其中有意向退出
宅基地的房屋，由村集体统一收储；县民宿办对外发布可
供投资开发民宿的信息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民宿投资
开办流程得以进一步简化优化。

“县里成立了县政府分管领导为组长，旅游、发改、财
政、消防、规划、国土、文物等为成员单位的全县民宿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解决问题。针对民宿尤其是古宅民宿在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土地性质转换、消防安全保障等问题，
2018年出台并落实了支持民宿发展的各项配套政策，破解
民宿发展瓶颈。”婺源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王根盛向记者
介绍，该县出台《民宿（农家乐）特种行业许可实施办法（试

行）》《民宿许可证办理流程》等地方性准入标准和管理制
度，民宿老板需取得工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公
共卫生许可证和特种行业许可证这四证方可经营。

从“观光旅游”到“休闲度假”，婺源民
宿助推文旅产业转型

粉墙黛瓦、小桥流水，一栋栋古老的徽派民居，正无
声地诉说着历史。走进屋内，呈现眼前的是现代化的生
活设施，舒适宜人又温馨。5月19日，记者走进厚塘庄园
时，来自广东珠海的自驾游客罗女士和4位姐妹正在谦和
堂内宽大的茶台前喝茶聊天，十分开心。“我们在这里过
了 3天慢悠悠的生活，天气好就出去走走看看，天气不好
就窝在庄园里喝喝茶、聊聊天、散散步……这种感觉太好
了！”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旅游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
式之一。城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闲暇之际到婺源来
住特色民宿、体验民俗文化、感受乡间慢生活，是不少城
市游客的选择。他们把婺源作为旅游目的地，就是为了
感受不一样的外部环境、人文气息和服务水准。文旅产
业已经从单纯的观光旅游向追求更高品质的休闲度假
转型。

靠墙而立的壁炉、宽大舒服的沙发、高大明亮的落地
窗……位于思口镇思溪延村的花田溪民宿，乍一看颇为
现代，但内核还是老宅子的灵魂。这本是村里破败的一
处清代建筑，被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业毕业生马志刚通
过租赁方式改造成民宿。“2015年初，我因为旅游和它结
缘，那时候整栋建筑的倒塌面积超过 70％。”马志刚回忆
说，他先后投入 800余万元对古宅进行保护、改造，并对
147件老物件进行“活化”：榨油桩用作吧台、门楣残件用
作餐桌，一条差点被当柴火烧掉的雕花梁，成了壁炉边的
独特装饰。“除了壁炉、茶台、投影仪、智能马桶等民宿标
配，这里还有一面一米多高的徽派砖墙，上面放置了不少
砖雕，值得我们慢下来，细细品味徽派文化的魅力。”山东
游客杨先生说。

“旅游产品不仅要提升质量，还要满足客人的综合需
求，而非简单功能的满足。我们想让游客有更深的文化
体验，给予他们想不到的更多玩法。”据吴志轩介绍，公司
打造系列精品民宿的定位是“本土文化生活度假地”，倡
导的是一种游客可以沉浸的生活状态。近年来，他们积
极开展“逸家园共建计划”，推出造纸拓印、制墨刻砚、观
星Party、古道徒步、采茶制茶等各类活动，丰富游客游玩
体验。

乡村民宿的兴起，深刻地改变着游客的出游方式。
“住一天是观光游、住一个星期是度假游、住一个月是养
生游”，游客从仅仅是“看”乡村的“观光客”，转变为“体
验”婺源风情民俗的“度假客”，延长逗留时间，增加旅游
消费。

最美乡村，醉美民宿。如今，民宿产业已成为婺源全
域旅游的名片，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因民宿来到婺源、
爱上婺源，同时，一大批有情怀、有能力的投资商和乡贤
到婺源创业，为乡村振兴带来生机和活力。

最最 乡村乡村 醉醉 民宿民宿
———探寻婺源民宿产业十年提质提标路—探寻婺源民宿产业十年提质提标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余余 燕燕

在花田溪民宿，游客不出门就可以看油菜花。 通讯员 曾瑜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