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余干县瑞洪镇禁捕退捕渔民

育婴员培训班顺利开班， 培训老师重点

讲解婴幼儿的生长发育特点、 婴幼儿的

洗澡、抚触等操作要点和应注意事项等。

“之前以捕鱼为生，现在正愁转行。 学历

不高，不知道做啥好，我打算认真学习，

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一位学员信心

满满地说。 余佳 摄

婺源：以“文化+”模式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县（市、区）文化产业巡礼

婺源讯

11

月

17

日，众多观众涌入“ 中国最美乡村”

婺源梦里老家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剧场， 近距离感受古代

诗词歌赋所描绘的“ 梦里老家”，品味久违的浓浓“ 乡愁”。

婺源是徽文化与赣文化的有机结合地， 蕴藏着文化

产业发展的丰富资源。 近年来，婺源依托丰富的文化生态

资源，按照“ 以山水为韵、以文化为魂”的理念，大力繁荣

文化产业，做好“ 文化

+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 文化

+

景区”，助力全域旅游。 古村落是乡村旅游的

重要元素，也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宝贵财富。 婺源发挥

古民居、古祠堂、古桥梁、古亭台、古码头等古村落文化资

源优势，推出了江湾、汪口、晓起、思溪延村、李坑等一批

各具特色的古村落型景区。 同时，挖掘传统民俗文化，发

展民俗文化体验游，将徽剧、傩舞、茶道、抬阁、地戏、灯彩

等民俗文化活动和歙砚、三雕、纸伞、傩面、制茶等传统技

艺展示融入到参观游览项目中，推出了严田古樟民俗园、

篁岭民俗文化村等一系列以民俗文化展示、 体验为主题

的景区景点。 此外，借助朱熹、江永、詹天佑、程门雪等名

人资源，打造寻祖溯源等文化主题活动；开发名人故居、

纪念馆等文化旅游产品。

“ 文化

+

企业”，提升产业魅力。 婺源以华龙木雕有限

公司、熹庐木雕有限公司、友鸿徽雕厂、甲路工艺伞厂、茶

博府等文化企业为龙头， 以纳入国家级、 省级非遗项目

的婺源歙砚制作技艺、 徽州三雕技艺、 甲路纸伞制作技

艺、 婺源绿茶制作技艺等传统手工技艺为依托， 对接旅

游市场需求， 推出龙尾砚、 工艺伞、 三雕、 傩面等一系

列富于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 其中， 婺源华龙木雕有限

公司、 翼天文化旅游城等一批文化企业 ， 借助政策扶

持， 已发展成为文化产业龙头企业， 实现了文化保护与

经济发展共赢的良好局面。 今年还组建了“ 婺源好礼”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整合开发油菜花香水、 熊猫鸟

卡通玩具、江湾龙泉水、油菜花苔、婺牌“ 五宝”等系列产

品，在高铁站、江湾景区设立文创产品旗舰店；在

2020

年

江西省文化旅游创意产品大赛中，《 茶道四君子》 作品获

得创意产品类银奖。 新增正博鞋业、旺德福木业、程记五

金

3

家企业录入规模以上的文化产业名录库， 婺源两比

特娱乐有限公司已完成入规上文化产业的申报工作，预

计明年

2

月可成功入库。

“ 文化

+

演艺”，鼓足发展后劲。 截至目前，婺源城区有

一定规模的文化休闲娱乐场所达

40

多家。 婺源华星影视

城、水墨上河文化产业园、婺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

物元博物馆、 婺源县沙画馆及文博艺术公园等一批文化

项目相继建成。 同时，婺源以徽剧传习所、长径傩舞团、甲

路抬阁表演队、 江湾豆腐架表演队等国有和民营演艺团

队为依托，让婺源徽剧、傩舞、抬阁、茶艺、灯彩等多姿多

彩的民俗文化艺术活跃于城乡和各大景区， 成了婺源文

化产业一道流动的靓丽风景。 近年来，婺源还吸引了《 原

乡》《 青花》《 星火》《 集结号》《 大瓷商》等

300

多部电影、电

视剧前来取景拍摄，全县成了“ 天然影视城”，涌现了一批

“ 影视村”“ 写生村”和“ 作家村”。

(

单长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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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8

个

10%

！ 日前发布的

10

月份金融统计数

据显示， 广义货币 （

M2

） 余额同比增长

10.5%

。 这

是自

3

月份以来，

M2

增速连续第

8

个月站上

10%

大

关。 合理充裕的货币供应量支持我国经济航船乘风

破浪、 行稳致远。

流通中的现金、 居民储蓄存款、 企业存款……

一切可能成为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形式都属于

M2

。

M2

增速上升， 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 也就是

中国人民银行投放的钱在增多。

人们常常把钱比喻为水， 把一国经济比喻为航船。

水太少， 船易搁浅； 水太大， 船易倾覆。 适度的货币

环境是经济稳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

下行压力。

M2

增速保持高位， 说明我国正通过更加

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 积极作为， 通过合理充裕的

货币投放， 给实体经济注入充足的 “活水”。

M2

增速连续

8

个月超

10%

， 彰显了我国用货币

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决心。 此前， 我国保持

M2

增

速与名义

GDP

增速相匹配， 以防止货币超发、 维护

人民币币值稳定。 而今年

5

月， 中国人民银行将

M2

增速与名义

GDP

增速的关系定为 “基本匹配并略

高”， 彰显了我国加强逆周期调节、 以充足资金护航

实体经济发展的决心。

适度提高

M2

增速的同时， 更要注意钱的流向。

将货币资金引导到实体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中，

才能真正起到稳企业保就业的作用。 保持稳健的货

币政策灵活适度的同时 ， 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坚持

“房住不炒”， 加强对贷款去向的监控， 把 “活水”

引向 “良田”。

经济发展离不开货币政策支持， 但货币供应也需

保持适度。

M2

增速过高可能推高物价、 造成通货膨

胀。 只有让货币政策在稳增长、 防风险等目标间取得

平衡， 精准发力， 才能持续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

动力。

（ 张千千）

11

月

17

日 ，位

于德兴市香屯工业园

区的德乐智能科技企

业车间的工人正在调

试新生产出的无纺布

机械设备。 该企业是

一家专业制造生产 、

销售自主品牌无纺布

机械设备的厂家 ，可

根据客户的要求设计

研发制造高效自动化

生产线。 生产出的无

纺布机械设备主要出

售到浙江、广东、上海

等地。

记者 徐斌 摄

调

试

新

设

备

广 信 法 院

为 130名工人讨回经济补偿金 360余万元

同 参 与 ， 同 建 设 ， 同 努 力 ， 创 文 明 城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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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讯

11

月

17

日下

午， 广信区人民法院举行涉

民生案件执行款集中发放

会，共计发放案款

130

笔，发

放金额达

3638106.99

元。

今年以来， 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 涉民生案件申请

执行人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广信法院全面贯彻落实开展

做好“ 六稳 ”工作落实“ 六

保” 任务专项执行行动的工

作要求，全力推动化解企业、

职工间劳资纠纷执行案件。

据悉， 郑某红等

130

名

员工长期在上饶市华丰铜业

公司上班 ，

2017

年

9

月 ，公

司濒临倒闭，员工集体失业。

上饶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华丰公司向

130

名

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 高温

补贴

363

万余元， 但华丰公

司一直未履行仲裁裁决。 郑

某红等

130

人遂向广信法院

提出强制执行申请。

受理该执行系列案件

后， 广信法院多次组织协调

处理， 积极配合江西省高院

对华丰公司厂房、 土地的评

估、拍卖、交付，在拍卖成交

后， 及时向江西省高院汇报

争取优先支付本案的经济补

偿金及高温补贴， 江西省高

级人民法院、 上饶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涉民生执行案件高

度 重 视 ， 第 一 时 间 将

3638106.99

元汇入广信法院

执行专户。

为确保执行款及时、安

全发放， 广信区法院制定了

发放方案， 根据每个人申请

执行人发放数额的不同，先

期制作了领取执行款审批

表、领条，采用转账的形式发

放。 为确保执行款公平、公

正、安全、高效发放，法院还

邀请了

1

名区人大代表 、

3

名区政协委员全程跟踪监

督。 （ 施信科 郭柳倩）

玉山讯 今年以来，玉山

县行政服务中心以搬迁为契

机，扎实推进“ 放管服”改革，

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

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

回跑等问题，深入推进“ 一网

一门一次”改革，打通营商环

境“ 最后一公里”。

积极推进线上“ 一网通

办”。该县行政服务中心搬迁

后， 将全县依申请类事项纳

入平台办理， 同时以数据共

享为突破， 积极开发不动产

集成服务平台， 施工许可投

资建设项目一窗平台， 企业

开办一窗平台， 实现进驻中

心事项一网通办全覆盖。

持续推进“ 一窗受理”。

整合商事登记， 将原来分散

在市场监管、公安、人社、税

务四个部门的审批职能进行

整合，压缩企业办事环节，进

一步方便市场主体； 优化不

动产登记， 实现外网一窗受

理、内网集成服务，一窗受理

满足用户

24

小时全方位在

线申请。实现网上申请、网上

审批，真正实现“ 一键过户”

和“ 当场出证”；推行全科无

差别受理， 将办件量较少的

22

个单位

611

项事项优化

再造审批流程， 纳入无差别

专区统一受理。

扎实推进现场“ 最多跑

一次”。 厘清涉企为民“ 最多

跑一次” 服务事项清单并集

中公布， 确保今年年底基本

实现群众和企业到中心办事

“ 最多跑一次是原则、跑多次

是例外”的目标。 同时，为助

力“ 最多跑一次”改革，该中

心每年安排

10

万元资金对

办件结果需要邮寄的材料提

供免费

EMS

服务。（ 邱荣燕）

横峰讯 近年来，横峰县

岑阳镇朝堂村通过发展马家

柚种植产业， 将原先的一片

荒山打造成颇具规模的马家

柚种植基地， 帮助村民实现

了人人有事做，月月有收入。

眼下正值马家柚收获的

季节， 在朝堂村马家柚种植

基地，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果

树， 一个个金黄饱满的柚子

挂在树枝间。然而在

2014

年

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通

过

6

年多的打造， 这里已经

成为规模达

3500

亩的果园

基地。

“ 今年的挂果量是超过

200

万斤 ， 收入大概超过

1000

万元。 等我们这边全部

达产了之后，可以达到

1000

万斤。 ”说起今年的收成，岑

阳镇朝堂村马家柚种植基地

负责人李卫平满是高兴。

为了促进基地更好地发

展， 当地政府与驻村扶贫工

作队在土地流转、宣传推广、

金融贷款等方面都给予了相

关政策支持， 帮助解决落户

难题，增强发展信心。江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驻村

第一书记刘信鹏介绍， 项目

刚开始进行土地流转时，有

些村民并不愿意把土地拿出

来栽柚子树。对此驻村工作队

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很快就

把全村的土地流转协议签订

好。 之后，驻村工作队还申请

了

400

万元的贴息创业贷款，

让企业在朝堂村扩种马家柚，

以及提升基地基础设施等，缓

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为了帮助当地村民脱贫

致富， 基地积极吸纳当地村

民在基地务工就业， 村民能

拿到土地流转费的同时还能

在家门口打工赚钱。 基地吸

纳了当地的老百姓作为管理

人员和务工人员 ， 带动了

301

户

900

多人就业， 一年

在工资方面的发放超过

200

万元。 （ 黎佳伟）

线上“一网通办” 线下“一窗受理”

玉山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朝 堂

昔 日 荒 山 坡 今 朝 柚 飘 香

本报讯 实习生张雨晨 记者

徐芸报道：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省政协工会界别视察组来饶视察

“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情

况”。 省政协委员， 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

主席郑晓春， 市政协副主席余忠

效、 张保卫， 上饶经济技术开发

区党工委书记叶和彬先后陪同视

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德兴市

意发功率半导体有限公司、 中国

黄金集团江西金山矿业有限公

司、 江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

东北地质大队、 上饶经开区江西

耐普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和企

业。 在视察后的座谈会上， 视察

组听取了相关部门和企业的工作

汇报

,

并对我市产业工人队伍建

设改革工作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

了肯定， 表示要认真梳理研究上

饶的好做法与亮点经验 ， 向省

委、 省政府提出进一步推动该项

工作的意见建议。

省政协工会界别视察组来饶视察

渔民变身育婴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