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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级的无尘车间，机器高速
运转……近日，笔者在乐安县食品
产业园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车
间看到，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上，工
人正在加工内销的竹笋产品。该县
竹笋产业化联合体理事长、登仙桥
食品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袁传明告
诉笔者，乐安竹笋加工企业主动融
入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开放产业
链、提升龙头企业发展能力和培育
发展品牌等举措，今年前 7个月，全
县竹笋产品销售额突破4亿元，同比
增长20%。“乐安竹笋”正拔节成长。

锻造开放包容的产业链

出单，打包，出货……在该县竹

笋加工龙头企业江西广雅食品有限
公司厂区，开网店的欧阳才贵和 4
名员工每天都很忙碌。

欧阳才贵和妻子前些年一直在
外省务工，因要照顾年迈的父母，
2019年初回到家乡乐安谷岗乡开了
一家网店，销售竹笋产品。今年年
初，原先租用的仓库要腾退，一时租
不到仓库。得知欧阳才贵的难处，
广雅食品有限公司将几间放杂物的
仓库腾了出来，免费给欧阳才贵、徐
强等 4名开网店的“草根”创业青年
使用。“多的时候一天几千单，少的
时候也有一两百单。现在，不仅拿
货近，每个月还省了七八百元租
金。”眼下，欧阳才贵的网店开得风
生水起。

“他们在不在我公司提货不要
紧，关键是想帮一把这些创业青年，
共同把乐安竹笋产业做大做强。”江
西广雅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
华言语中对这些创业青年充满了
包容和期待。近年来，随着国内市
场竹笋产品需求旺盛，加上电商兴
起，当地竹笋加工企业顺势而为，
在国内、国际市场同时发力。广雅
公司还专门安排了 2 辆车和 3 名工
作人员，为电商企业提供送货上门
服务。另外，像鹏鑫食品、登仙桥
食品等企业，也推出了“赊销月
结”、自建直播团队、承接 OEM 订
单等措施，携手电商企业共同开拓
市场。

在此过程中，当地政府也通过

强化电商培训、奖励扶持等举措，
引导和鼓励创业青年从事电商销
售竹笋等农产品，让竹笋加工产业

“龙头”高昂，产业链枝繁叶茂。目
前，该县从事竹笋类产品销售的电
商企业达 200 多家，从业人员近
1000人。

提升企业裂变发展能力

树大分叉，人大分家。在竹笋
加工产业深耕 20 多年的江西广雅
食品有限公司，如今裂变成了 2 家
公司——江西广雅食品有限公司和
乐安县登仙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一分为二”后，广雅主攻出口，
登仙桥瞄准国内市场，走集团化发
展路子。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场、
企业和政府同频共振，心想在了一
起。”据该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建设环
保办主任刘海林介绍，竹笋作为乐
安绿色食品产业的“金字招牌”，县
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去年以来，该
县立足打通“两山”转换通道，筹资
1.35亿元，规划建设了占地820余亩
的食品产业园，已落户 5 家农产品
加工企业。同时，结合工业创新发
展“三年翻两番”行动计划实施，县
委、县政府加大对绿色食品加工、轻
纺鞋服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扶持力
度，支持企业与科研机构开展合作，
兴建产品研发中心，以及进行自动
化、智能化改造等，提升企业发展内
生动力。

这些让企业既长“个子”，又强
“内功”的举措，眼下已在相关企业
见到了成效。在良好的产业政策激
励下，一股返乡青年围绕竹笋加工
产业链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目
前，全县从事竹笋加工的企业有 10
多家，竹笋收购辐射到修水、赣州等
地，省内许多竹笋都归集到乐安，尤

其是在小竹笋这一块，乐安的竹笋
加工企业消化加工了全省 90%以上
的小竹笋。

齐心协力打响区域品牌

乐安山地多，气温适宜，非常适
合竹子的生长，当地山区群众一直
有加工竹笋的传统。“20 年前，乐安
竹笋加工企业以作坊式加工为主，
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以 2011 年‘乐
安竹笋’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为新起点，各级政府和各生产企
业加强‘乐安竹笋’品牌建设与发
展，为品牌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价
值。”该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游元
文多年来一直关注和服务“乐安竹
笋”品牌建设。

2016 年，“乐安竹笋”被列入中
欧互认地理标志产品谈判目录；

2019 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
2020 年，入选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
地理标志名录；2020 年 11 月，当地
24.3万亩竹林被批准创建全国绿色
食品原料（竹笋）标准化生产基地。

“乐安竹笋”的品牌价值也水涨船
高 ，从 2014 年 的 4.3 亿 元 增 长 到
2020 年的 11.54 亿元，带动 1 万余户
群众增收。

绿色、有机、健康，是乐安竹笋
品牌的核心价值。为推进“乐安竹
笋”品牌建设，该县印发了农产品品
牌建设实施方案，加大财政政策扶
持力度，以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
品品牌为主体，以“整体品牌+区域
公用品牌+产品品牌”模式，构建了

“乐安竹笋”的良好品牌形象。如
今，“乐安竹笋”有 3 个产品获绿色
食品认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个、
江西省著名商标3个。

品牌价值从4.3亿元增长到11.54亿元，带动1万余户群众增收——

“乐安竹笋”拔节成长
曾文才 邱志超

乐安县谷岗乡“竹海”连绵起伏，是“乐安竹笋”重要的原料基地之一。 通讯员 邱志超摄

参与政府天网、雪亮工程项目超
过 70 个，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
机过留号，卡过留痕”；全力斩断“两
卡”贩卖产业链条，“断卡行动”开展以
来累计向公安机关提供关键线索 60
余条，破获案件 7起，挽回群众损失近
千万元……中国移动江西公司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更高水平平安江西建设的总
体目标，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完善体制
机制，丰富方法手段，助推平安江西建
设成效明显。截至目前，江西移动已
连续 7 年获得全省平安建设（综治工
作）先进单位称号；自开展平安建设测

评以来，省委政法委连续 17年对江西

移动平安建设员工安全稳定测评满意

度达99%以上。

“一岗双责”

齐抓共管聚合力

省委、省政府始终坚持统筹发展

和安全，把平安建设摆到改革发展稳

定大局中谋划和推进，在抓好发展第

一要务的同时，全面落实平安建设第

一责任，不断优化完善一系列事关社

会治理长远发展的体制机制。江西移

动坚持以党建“和创”为抓手，以主体

责任落实为根本，通过内外协同聚合

力、融智创新提能力、融入大局激活力

等举措，形成齐抓共管平安建设工作

合力。不断创新外部协同模式，与相

关企业与单位开展党建“和创”活动，

与政府管理部门签订平安共建协议；

同时压实内部主体责任落实，层层签

订平安建设责任书，压实“一岗双责”，
从源头规范管理，堵塞风险漏洞，减少
信访事项及安全事故发生。

江西移动一直坚持训战结合，授
人以渔。依托信息化手段，提质增效，
不断提升骨干能力及系统效能，服务
好改革发展中心工作。采取训战结
合方式，开展平安建设专干能力提升
培训与平安建设综合治理检查；同时
加强信息化手段优化信访受理平台，

拓宽客户员工受理渠道，确定信访处
理风险点、明确风险等级、针对具体
场景制定防控措施，做好平安建设闭
环管理。

江西移动积极落实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
位和“五个推进”重要要求，承担社会
责任，积极参与平安江西各类项目建
设。公司参与政府天网、雪亮工程项
目超过 70个，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建
设，实现“人过留影，车过留牌，机过留
号，卡过留痕”，降低小区发案率的同
时，提升百姓幸福感，成为社会治理领
域的主力军，助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和平安建设能力提升，获得社会各界
充分认可；参与教育城域网、标准化考

场、智慧校园项目 200余个，其他政务

信息化项目超过 300 个，涉及电子化

审批、市场监管大数据、交通管理、数

字城管等领域，大力助力“五型”政府

建设，全面提升当地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助力社会治理，

参与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坚持

技术创新促进江西生态文明建设，助

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助力提

升河湖、林业等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5G智慧森林防

火应用。通过5G+无人机巡检提升森

林火灾预防、应急指挥调度能力；打造

5G 智慧治水整体解决方案，构建“空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及水环境大

数据的生态云平台，积极推进“蓝天先

锋-智慧治水”项目，目前已完成南昌

市城区桃花河、南昌象湖、九江市濂溪

区农村污水处理、环鄱阳湖水域5G生

态资源监测等工作，积极服务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断卡行动”

重拳打击电信诈骗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

大量非法获取和转卖的手机卡、银行
卡成为犯罪分子传递诈骗信息、攫取
非法利益的“媒介”。对于非法买卖电
话卡的违法犯罪行为，江西移动以“零
容忍”的态度，发挥技术资源优势，持
续推进源头治理。

自“断卡行动”全面开展以来，江
西移动坚持“严厉打击、源头管控、齐
抓共管、标本兼治”的工作方针，配合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各类电信网络诈骗

及收购贩卖电话卡等违法犯罪活动，

全力斩断“两卡”贩卖产业链条，坚决

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

江西移动强化源头管控，根据实

施诈骗号码基本都非本人使用的特

点，推出“更换手机终端需进行网上或

实体营业厅实人验证，未通过验证的

暂停服务”的全省统一“二次插卡认

证”管控平台。通过对新增用户大数

据入网分析，实时完成新入网用户模

型和换机用户模型计算，实时筛选出

潜在电信欺诈用户，有效发现电信诈

骗风险，并将风险阻挡在萌芽状态。
实现“更快、更准、更全”的号卡源头管
控，防止号卡二次转售，减少号卡实名

不实人并用于犯罪的现象。自平台上
线以来，累计阻断高危号码 11 万个，
加大犯罪分子使用归属江西移动号码
实施犯罪的难度。

江西移动深入推动互联网反诈探
索，建设基于AI互联网 5G反诈应用，
通过对涉诈类恶意网址监控，对网络
贷款、网络刷单、杀猪盘（仿冒投资理
财、网络博彩）、冒充客服（网购退款），
以及钓鱼网站（仿冒金融机构、电商平
台、支付平台等）等各类涉诈恶意网址
进行研判与监测，主动发现涉诈主控
异常事件，并积极向公安机关提供案
件线索。

赣州移动还加强对异常号卡通信
行为的研究和分析。采用“网间拦截、
网内关停、省外拦截”的立体式防控措
施，不断强化存量静默卡的清理，已清
理逾 2万张存量静默卡。建立存量数
据模型，提取异常通信行为号码，已提
取并关停拦截疑似骚扰诈骗电话逾
6000例，及时封停客户投诉电话，已关
停客户投诉骚扰电话、关停涉案号码
逾 200 例。充分发挥大数据优势，对
首次接到省外来电的辖区内市民，挂
机后实时推送一条图文音视频防范电
信诈骗宣传彩信，及时有效地阻断电
诈分子作案渠道。为用户开通免费反
诈服务，积极向用户推广移动“来电卫
士”骚扰诈骗电话拦截服务等一系列
安全服务产品，有效降低诈骗风险和
财产损失。

据统计，“断卡行动”开展以来，江
西移动公司累计向公安机关提供关键

线索60余条，破获案件7起，挽回群众
损失近千万元，江西省电信网络诈骗
治理评价指数排名从全国93家运营企
业第46位上升至第11位，涉案号码量
较峰值下降49%，12321被举报号码量
较峰值下降 44%，同时相关工作得到
了工信部和省公安厅、省通信管理局
的高度认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警企合作

筑牢反诈防火墙

花样不断翻新的电信网络诈骗已
成为社会毒瘤，积极有效的反诈宣传
能极大程度地帮助群众识别骗局。为
切实保护好群众“钱袋子”，提醒广大
用户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江西移
动在“断卡行动”中和公安机关保持联
动，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打击防范
电信诈骗”专项宣传活动。

为了堵住不法分子买卡贩卡的源
头，江西移动和公安部门联合推出“关
于买卖、转借、转租手机卡等涉嫌违法
犯罪告知书”，办理新开卡业务的用户
都将收到纸质或者电子版的《告知
书》，给法治意识淡薄的人员敲响警
钟，保护好自己的个人用户信息，避免
有意或无意成为犯罪嫌疑人的帮凶。
同时在人流量较大营业厅设立反诈宣
传站，全方位打造反诈前哨。

为了使反诈宣传真正发挥作用，
江西移动整理出高发类电信诈骗案
件，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反诈宣传，通

过 LED 屏、展板公益广告等展示防范
电信诈骗内容，通过短信平台向全省
用户累计发送防诈骗类公益短信4500
万条。在江西移动全省各类微信公众
号推送防诈骗宣传内容 220余次。在
江西移动 10086 门户网站推出防诈骗
专栏，大力宣传反诈知识。有的设区
市公司还搭上了短视频的快车，将拍
摄的短小精湛、寓教于乐的防诈小视
频在抖音等平台进行播放。

通过持续不断的反诈宣讲，江西
移动广大用户群体对电信网络诈骗等
犯罪形式有了新的认识，感受到了做
好自我防范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切实
增强了防范意识。一些老年群体、学
生群体在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后
幡然醒悟，意识到为一点蝇头小利，随
意将个人信息用于办理号码后出售给
不法分子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

反诈工作不仅仅是公安一个部门
的事情，全民都应从我做起，筑起反诈

“防火墙”，让诈骗分子无处藏身。
“断卡行动”开展以来，江西移动

针对各种网络电信诈骗违法犯罪特
点，充分依托信息通信技术优势，不畏
艰难，聚力攻坚，深入开展研判与线索
追查双头并进，助力公安精准抓捕，打
击犯罪，连续配合警方抓获多名涉嫌
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

江西移动通过互联网反诈侦测平
台，发现仿冒类诈骗线索 400余条，帮
助南昌、赣州公安破获 5 起仿冒 ETC
认证及仿冒中石化 APP 充值案件；每
日自动汇总渠道异常开卡数据，并及
时通报公安作为调查依据，先后为赣
州、吉安两地公安抓捕贩卡团伙提供
有效线索。另外，配合上饶公安开发
深网系统，对多个案件进行碰撞分析，
建立多案件围栏数据，串案分析，有效
提升破案效率，极大支撑了公安部门
在“断卡行动”中打击犯罪的工作。

“断卡行动”是一项长期工作，江
西移动将强化管控措施，持续推动“断
卡”行动向纵深开展，积极践行企业社
会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和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王席传）

主动出击 守护你我平安
——江西移动连续7年被评为全省平安建设（综治工作）先进单位

信丰移动开展信丰移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龙南移动开展龙南移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本文图片由江西移动提供）

7月23日，乐安县登仙桥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员工正在加工竹笋。
通讯员 邱志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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