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门口就业 8月16日，南昌县冈上镇合山村皓涵香园百亩葡萄基地迎来丰收，村民正在修剪葡萄打包发货。近年来，该基地通
过“基地+农户”模式，有效带动周边近百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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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六届江西省优秀期刊评选
结果揭晓，江西教育传媒集团旗下 9种刊
物全部获奖，这一喜讯，让该集团再次成
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从1950年创办第一本期刊发展到9种
期刊；从面向教育工作者到多个教育阶段
全覆盖；从平面期刊到多元产品，形成江
西省目前最大的期刊群，月均发行量达
400 万册，企业营收逐年攀升……在当前
传统行业期刊受到强烈冲击的背景下，这
家有着71年历史的传媒集团，是如何做到
老树新枝更著花的？

精品意识成就精品刊物
《江西教育》《教师博览》《小学生之

友》《初中生之友》《高中生之友》《开心》
《开心幼儿》《聪明泉》《科普天地》，对于江
西的学子、老师们来说，这些期刊中总有
一种甚至几种，或伴随他们的童年、或充
实他们的少年、或为他们教书育人提供帮
助指导，它们久盛不衰、常办常新，就像老
朋友陪伴了一代代人的成长。

《小学生之友》《初中生之友》多次入选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少年儿童推
荐的百种优秀报刊，《初中生之友》荣获第
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一项项

荣誉的背后，是江西教育传媒集团对塑造
品牌、打造精品刊物孜孜不倦的追求。

“希望《作文点睛》栏目里能谈下怎样
给作文取标题”“我最喜欢的栏目是《红色
印记》，能了解很多党史知识”……编辑部
里，编辑们正在认真阅读、整理读者反
馈。了解读者需求、紧贴读者、紧跟时代，
这是集团每个编辑的必修课。

“优秀的期刊，既要围绕主责，争做宣
传排头兵，也要在市场上拥有广泛的读者
群，做到‘奖杯’和‘口碑’双赢。”集团副总
经理徐光明告诉记者，期刊要吸引读者，
树立品牌，质量是关键。对质量的追求，
贯穿集团旗下每种刊物的选题策划、稿件
选用、编校等各个环节。

为了获得最鲜活的选题，写出生动的
文字，打造受欢迎的栏目，集团的编辑记
者们不但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上严格
要求自己，还主动走出去，走市场、找选
题、访作者，将下乡调研、远程组稿、线下
活动、媒体融合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讲
好江西教育故事。在“出精品文章，创品
牌栏目，办一流期刊”理念的引领下，集团
建立全员培训提高机制、过程质量管理机
制、质量考核激励机制和质量审读评估机
制，为打造精品期刊保驾护航。

为了跟上媒体融合发展步伐，集团
2020年初专门成立了融媒体中心。一年多
来，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教育宣传相继推出，
阅读量 10 万+的 80 多条、100 万+的 40 余
条，策划的党史学习教育、教育脱贫攻坚、
基层暖新闻、春到赣鄱校园等专题被新华
社江西频道、人民网转发；开通了全省教育
系统首家、全国教育期刊界首个学习强国
号；运营好中国教育App江西省教育厅教
育号；江教在线、教师博览、江西教育等微
信公众号的“粉丝”分别达570万+、43万+、
12万+，同时陆续开通了5个视频号。

守正创新践行社会责任
会议、谋划、第一枪、战斗……随着一

幅幅场景的变幻，沙画党史视频《军旗升起
的地方》，让南昌师范附属实验小学玉泉岛
校区的学生们发出阵阵惊叹；同一时间，新
疆阿克陶小胡杨小学、阿克陶实验小学、阿
克陶银杏小学的师生们正在线观看直播。
这是为庆祝建党百年，集团策划的“沙画绘
党史，童心永向党”主题活动中的一幕。活
动陆续在兴国、莲花、永新、弋阳、广昌、修
水、德安7地开展，网络点击量近2000万。

多年来，江西教育传媒集团植根教
育、宣传教育、服务教育，始终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少儿报刊阅读季”活动、“关爱留守

儿童双百万新蕾工程”活动、“山区教师健
康周”活动、“关爱乡村教育大型公益报
道”，连续举办四届“共筑中国梦，江西少
年强”江西省“三友”自强少年推选与资助
活动，举办两届江西教育博览会……集团
长期致力于推广儿童阅读和开展社会公
益活动，通过开展免费读刊用刊、资助贫
困学生、援建图书室（馆）、向中小学校捐
赠教育教学设备等方式，回报社会。

2020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集团千方百计组织货源，向全省中
小学捐赠了 7000 桶合计 175 吨、价值近
200万元的 84消毒液，还利用集团旗下的
传播矩阵，全方位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打
造了一批疫情防控宣传的“拳头”产品，帮
助师生应对疫情，获得师生、家长一致好
评。2020年，在第二届江西年度十件经济
大事、十大经济人物、功勋企业评选中，江
西教育传媒集团荣获“江西抗疫贡献企
业”称号。

“为教育服务，为立德树人服务，江西教
育传媒集团将继续深耕教育沃土，出版更多
好期刊，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千百万师
生。”江西教育传媒集团董事长汤平说。

本报奉新讯 （记者胡勇飞 通讯员卢金
星）奉新县深入实施“开放创新、强攻工业”战
略，坚持各方力量向工业集聚、各种要素向工
业集聚、各项服务向工业集聚，着力打造产业
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和优质高效政务
服务环境的产业发展生态，推动工业经济健
康可持续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县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21%。

该县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第一战
场，全面打响产业招商项目攻坚大会战，大力
实施“招大引强、奉商回归”工程，突出招商重
点，精准发力，持续做好项目储备、对接洽谈、
签约落地工作，实现引进项目加快落地、在建
项目加快建设、竣工项目加快投产。今年上
半年，该县新签约项目 23个，签约资金 67.85
亿元，其中20亿元以上项目1个，开（竣）工项
目107个。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该县推进
新能源新材料、纺织服装、电子信息三大主导
产业聚集发展，着力打造现代工业产业名
片。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做大做强，行业巨人
紫宸科技强劲发力，用电量同比增长 57.4%；
宁新新材料满负荷生产，赣锋锂业、飞宇新能
源产销两旺；投资 21亿元的璞泰来新材料产
业园锂离子负极材料项目 9 月可试生产，年
产 3 万吨负极材料碳化项目年内建成投产。
纺织服装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奉新服装科技
智慧创意产业园建成11栋标准厂房，10家纺
织服装企业入驻。电子信息产业加快聚集，中金智谷电子科
技产业园入驻企业18家，投资10.6亿元的同和药业原料药项
目9月可试生产，奉新昌西电子信息产业基地正加速建设。

奉新县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激
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用”合作，鼓励支持企业
在宜春市外建设“人才飞地”科创平台，实现科技创新资源共
享。今年上半年，全县获批科技型中小企业35家，紫宸科技、
冠亿砂轮获评第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创
新对GDP贡献率超60%。

从单一刊物、平面期刊到多元产品，形成省内最大期刊群——

老树新枝更著花
本报记者 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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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城县把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摆在突出位置，扎实推进行政审批、
商事制度、投融资体制等改革，在降低实体
经济成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支撑企业上
市等方面发力，通过拓展市场主体生存空
间，提升市场竞争力，营造宽松市场氛围，
让市场主体“一池春水”活泛起来，推动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县共拥有实体
企业 5911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464户、个体
工商户 12960户，企业新登记量、存量以及
市场活跃度等均创历史新高。

“水质好不好，鱼儿说了算。营商环境
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来南城投资发
展的江西恒必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雷鸣就深深“恋”上了这块投资沃土：

“刚开始在选择哪里投资办厂时，我走了
不少地方，最后还是‘花落’南城，就是因
为觉得这里产业基础好、发展环境好、干
部服务好。”

为打造“四最”营商环境，该县以开展
“企业服务年”活动为契机，建立完善县级
领导“三个一”责任制（抓一个产业、包一个
项目、引进一个项目），强化责任意识，开辟
项目建设“绿色服务通道”，化解土地、用
工、技改等制约瓶颈。同时进一步优化驻
企服务员制度，健全金融指导员、科技特派

员、法律特派员机制，推进惠企政策落地。
为给营商环境改善提供坚实制度保

障，最大限度为市场主体减负担、推动就业
创业降门槛，该县强化监督问责，健全优化
营商环境的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和考核评估
机制、建立健全政企常态化联系沟通机制、
建立多元的优化营商环境建议机制等，并
开展影响发展环境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形
成“有事随时到，无事不打扰”营商环境。

眼下虽然不是生产旺季，但走进位于
南城河东工业园区的江西金武纺织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处处机杼声声，一派忙碌景
象。“我们在政府支持下，投入400多万元更
新设备，全部使用节能电机，每台电机能节
省 10%电费，总共 1000台，能节省 200多万
元电费，这对我们中小企业来说就是‘真金
白银’。”江西金武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许
金武说。

为让企业轻装上阵，该县结合“环境提
升年”活动，针对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围
绕“降成本、优环境”，从企业的技改、水电、
融资、厂房建设、用工、用地等方面出台了
一系列惠企优惠政策，不断优化发展环
境。今年以来，该县共帮助联益电子、广明
实业、飞龙鞋业等企业解决具体问题 120
多个，有力地提振了企业信心，促进了企业

发展。
“智慧中药房从开工建设到投入运行，

一路下来都离不开政府的服务和支持，这
给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谈起优质
服务给企业带来的变化，江西同善堂药业
有限公司负责人连小凤感慨万千。她告诉
记者，入驻园区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不仅
在项目建设当中“随叫随到”，为企业解决
了许多实际问题，还在行政审批、项目报备
等多个事项上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优质
服务换来企业加速发展。

该县着力打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
着力解决企业从开办、运营等全流程各个
环节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推进简政放
权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升企业办事的便利
度和满意率。创新推进“一链办理”改革，
通过部门联动、流程再造等，将整个服务办
理链条上的相关事项、办理条件、申请材
料、办事全流程等进行优化整合，编制了包
括 40个事项的《南城县“一链办理”政务服
务事项清单》，变“一事一流程”为“多事一
流程”，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切实做到减环
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次数。优质高
效开展各项政务服务工作，推动办事便利
化，2020年以来，全县共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39.9万件，办结率100%。

列正面负面清单

红谷滩区规范
政商交往

本报讯 （记者朱华 通讯员吕
海）今年以来，南昌市红谷滩区紧紧
围绕“转作风优环境”活动年要求，
创新出台《红谷滩区规范政商交往

“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从制度
层面规范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与企
业打交道的各类行为，努力营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加快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

“正面清单”包括鼓励倡导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听取企业诉求、上门
开展服务、扶持企业发展等 9条具体
职责。“负面清单”包括收受企业财
物、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
请、故意刁难企业以及乱检查、乱摊
派、乱收费、乱罚款等 9 项违纪违规
行为。

为让“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落细
落实，红谷滩区纪委监委派出8个监督
检查工作专班，采取“发现、交办、解决、
反馈、回访、考核”监督模式，建立问题
整改台账，形成清单式收集问题、销号
式解决问题、长效式监管问题的监督闭
环，共发放“正面清单”“负面清单”2360
余份，收集意见建议68条，发现问题34
个，其中督促问题立行立改20个、持续
完成整改14个。

有事随时到 无事不打扰
——南城县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

全荠怀 彭国正 本报记者 陈青峰

“致富莲”出口助力小康
邹 扬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眼下正是广昌白莲成熟的季节，阳光下，随风摇曳的荷花
送来阵阵清香，饱满的莲蓬令人喜悦。

广昌县是中国通芯白莲之乡，白莲种植历史悠久。广昌
白莲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色白粒大、味甘清香，远销日
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出口企业的带动下，数百个分散经
营的农户联结起来走向国际市场，当地农民真正实现了在家
门口吃上“生态饭”，走上“小康道”。

近年来，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莲子消费市场趋向饱
和，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运费大幅上涨，出口形势一
度受到影响。

为推动当地白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南昌海关所属
抚州海关将其纳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课题，

“一企一策”“一业一策”，深入企业“讲政策、送信息、听意见”，
收集出口企业存在的困难、诉求及意见建议，为企业答疑解
惑。帮助 5家企业建立“企业+基地+合作社+农户”经营模
式，既保证企业绿色安全的原材料供应，又促进增加农民的实
际收入。此外，抚州海关还及时向企业宣讲通报相关贸易政
策变化，指导企业用足用好优惠原产地证书，凭借关税优惠提
高产品市场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抚州海关监管出境莲制品 137.3 吨，货值
377.6 万元，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 13 份，带动当地数百人就
业，助力乡村振兴。

宁都“特派员”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宁都讯（记者唐燕 通讯员艾海波）“这次多亏了‘特

派员’帮忙，公司才能顺利运转下去。”8月 19日，提起已顺利
解决的难题，宁都县豪伊发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肖义发满脸
感激。

“对于我们刚转型的企业来说，如果丢了这个大订单，实
在是太遗憾了。”肖义发说，今年 6 月，公司接到一笔 4 万件
（套）的外贸订单，可当时企业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困境。正
当肖义发犯难的时候，对接该企业的“特派员”宁都县工业园
区党工委干部沈婷在走访中了解这一情况后，马上联系赣州
银行宁都支行工作人员，上门为企业办理了 300万元流动资
金贷款，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为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宁都县
组织工业园管委会、银行、税务、教育等部门，建立企业“特派
员”制度，挂点、对接有关企业和重点项目，常态化深入企业帮
扶，解决招工、融资等困难，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主体
活力，助力企业健康、长效、蓬勃发展。据了解，宁都企业“特
派员”一方面积极“争资争项”，协调高端人才引进，助推企业
转型升级；另一方面立足为企业“减负”，清理乱收费乱摊派乱
罚款“三乱”行为。今年以来，宁都企业“特派员”已为领丰电
子、森图服饰、巴迪小虎等 20余家企业解决用工近 500人次，
协调“财园信贷通”近2000万元，为24户符合条件的用电大户
落实电价补贴600多万元。

近日，
峡 江 县 水
边 镇 一 农
户屋顶，工
人 正 在 安
装 光 伏 发
电 板 。 峡
江 县 充 分
利 用 废 弃
矿山、荒坡
和 农 村 民
房 屋 顶 实
施集中式、
分 布 式 光
伏 电 站 项
目，既保护
了环境，又
增 加 了 村
集 体 经 济
收入。
特约通讯员
陈福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