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1

日，参加市两会的部分

代表委员视察了信江生态走廊、稼

轩大桥、 江西师范大学数字产业学

院、上饶经开区“三新一高”示范区、

吉利新能源商用车、 滨江商务中心

等重点项目， 感受近年来我市城市

建设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

记者 戴越 程晖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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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项目 谋发展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

者任晓莉报道：

1

月

11

日， 市工

商联 （ 总商会） 五届二次执委会

议召开， 总结

2021

年工作并部署

2022

年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 市工商联主席郑艳斐出席并

作执委会工作报告。

会议指出，

2021

年， 市工商

联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 助手作

用， 为我市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

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

成长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

会议要求， 全市工商联组织要牢

牢把握工商联事业发展的正确方

向， 切实履行好工商联促进“ 两

个健康” 的核心职能； 要进一步

发挥好工商联服务非公经济发展

的职能作用， 促进全市营商环境

整体优化提升， 促进非公有制经

济高质量发展。

铅山讯 铅山县聚焦工业园区提质增效， 创新全

方位服务机制，加快培育主导产业，着力打造全产业

链条，全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2021

年工业园区规上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

270

亿元，同比增长

39%

。

创新全方位服务机制，全力保障园区项目建设提

速。成立重大项目服务专班，围绕项目签约落地、开工

建设、办证投产、运行跟踪全过程，落实一个项目挂点

一名县领导、一支服务队伍、一套服务方案，项目责任

单位和服务单位协作共管，实行“ 挂图对表”作战，实

现项目服务全过程、全方位、全天候覆盖。同时一方面

强化与国家部委、省、市级沟通汇报，一方面强化重点

项目调度， 坚持每半月“ 县四套班子” 巡查重大项

目， 现场推进项目建设； 每月召开一次“ 工业日 ”

会议、 每季度举办一次工业项目集中开竣工、 不定

期举办企业座谈会， 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 确保重大工业项目顺利推进。 改进

工程规划报建审批制度， 建立工业项目审批绿色通

道， 推动并联审批， 提前预审、 容缺受理， 实现产

业项目“ 半天摘牌当天动工”， 全力支持园区工业项

目快速落地。

加快培育主导产业，加速优质项目入园发展。 立

足产业基础及优势，创新产业制度供给和高技术转化

引用，推动金属新材料、先进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主导

产业“ 链式”壮大。 为加速优质项目入园，强力开展招

商引资，建立招商引资“ 两图”（ 全景图、现状图） 、两库

（ 项目库、企业库） 、两池（ 人才池、资金池） ，提升产业

链招商供需匹配效率，积极面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地

区，开展以商招商、驻点招商、精准招商。

2021

年，共

引进优质项目

23

个，签约资金

125.45

亿元，其中亿

元以上项目

19

个，“

50

”项目实现了零的突破。 目前，

工业园区金属新材料、先进制造、精细化工三大主导

产业共有规上企业

66

家。

（ 杨扬 颜石）

市工商联（总商会）五届二次执委会议召开

创新服务机制 培育主导产业

铅山工业园区提质增效加速跑

玉山讯 近年来， 江西省首批

百强中心镇玉山县樟村镇， 围绕

“ 打造各具特色的江西省百强中心

镇”的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和党员致富能手的引领带头

作用，探索推行“ 党建

+

产业”融合

发展模式，形成党建强、产业兴、群

众富的乡村振兴新格局，激活乡村

振兴内生动力。

“ 党建

+

特色农业”，致富一地

百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

振兴中的“ 头羊”作用，党员致富能

手的帮带作用，建立镇、村党建产

业发展组织网络，创新产业发展模

式，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发展具

有樟村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广平茶

叶、高山油茶、玉京牌白玉豆、玫瑰

花、红薯、玉山黑猪等特色农业。成

立产业发展党支部、党小组、组织

动员群众参与产业发展，形成党建

引领、多产融合，合力推进产业发

展的新格局，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

主渠道。

“ 党建

+

特色产业”，发展一方

经济。樟村有着“ 青石之乡”的资源

优势和“ 橱具之乡”的产业优势。用

当地青石资源加工的“ 星牌”砚石

台球桌面享誉国内外市场，成为国

际台球比赛的首选产品；橱具为该

镇新兴而又迅速发展的特色产业，

占有全国橱具行业

60%

的市场份

额。 该镇党委充分挖掘“ 产业链

+

工业经济”新潜力，成立产业党支

部、产业商会，强链补链壮链，链链

相接，激发“ 链”式效应促发展，抱

团发展特色产业，全镇从事橱具制

造、销售的从业人员达

7000

多人，

形成产业规模化、 生产专业化、产

品精品化、经营多元化的樟村橱具

制造、销售新格局。

“ 党建

+

商贸经济”，让农民成

市民。 以推动发展小店经济为抓

手，强力推动商贸集镇建设，投资

5000

多万元用于商贸大厦及商贸

集镇重点项目建设，提升中心镇集

聚、辐射作用，让农民“ 洗脚上田”，

由农民成市民。仅在集镇商贸中心

从事商贸、物流、餐饮、娱乐等服务

业的从业人员就有

800

余户，既发

展了商贸经济、 凸显片区中心地

位、展示边贸重镇风采，又解决了

当地农民工就业问题。 （ 郑家兴）

余干讯 “ 多谢你们送来的棉

被，我心里暖暖的。 ”日前，余干县

玉亭镇锞岭村党支部书记徐良显

带领党建文化法制宣传员戴玲和

村干部把棉被送到村民孙德宝手

上，孙德宝连声表示感谢。

接过过冬棉被，江汉水脸上笑

容灿烂，“ 谢谢啊，还常记得我们老

人家，感谢党和政府的暖心关怀。”

在村干部的带领走访下，该村共有

106

位老人收到了来自乡贤徐开

群的祝福。 江汉水告诉笔者，临近

年终， 村里落实各项关心帮扶措

施，为他家上门缴纳医保，送来惠

民大礼包。 这几天，又陆续送来暖

心棉被， 村干部经常嘘寒问暖，有

什么困难都会帮忙解决。

“ 村里的爱心乡贤慷慨解囊，

村里一直提倡‘ 小慈善也是大公

益’，如今已经形成了良好氛围，敬

老爱老助老已然是玉亭镇锞岭村

的优良传统。 ”余干县玉亭镇锞岭

村党支部书记徐良显说。

“ 乡贤送温暖 真情暖人心”活

动开展以来， 已有

10

名乡贤参与

志愿关爱服务行动，

200

余户空巢

独居老人、残疾人、 留守儿童、 困

难家庭得到帮助。” 玉亭镇有关负

责人表示。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 该镇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

实事” 实践活动， 用心用情用力

为广大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 通

过一系列暖心关爱举措， 架起党

和政府与特殊困难家庭之间的连

心桥， 确保寒冬送温暖， 送到实

处、 送得精准、 送出成效， 让特

殊困难家庭温暖过冬。

（ 韩海建）

玉亭镇：

乡贤送温暖 真情暖人心

“ 抗 幽 牙 膏 ” 凭 啥 这 么 “ 忽 悠 ”

信 江 时 评

借助大量广告宣传， 用凝胶或抑菌膏充当牙膏

的所谓 “抗幽牙膏” 在各大电商平台和市面上热销。

因广告欺诈问题被曝光的商品不在少数。 “抗幽牙

膏” 骗局已多次被揭露， 相关产品却一直未下架，着

实令人困惑。

“用此牙膏，改善口疮、防治胃癌”“采用国家级抗

HP

（幽门螺旋杆菌）专利技术”，不良商家利用部分消

费者急于见效、轻信宣传的心理，打着治病、保健、美

容、抗衰老等幌子，叠加“高科技”“专利”等听起来十

分高大上的概念推销产品，不仅坑害消费者，更扰乱

市场秩序，破坏行业公信力。

根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牙膏参照普通化妆

品管理。 有人说要区分“械字号”“消字号”还是“妆字

号”， 但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甄别专业术语并不容

易。 相比商家变着花样用尽各种套路、产品不断生出

新的“变种”，消费者的“抵抗力”十分不足。 大多数消

费者对化妆品、药品的概念没有清晰认知，经不住商

家宣称的功效迷惑， 降低了对产品质量的防范意识，

这是不法商家有机可乘的重要因素之一。

制造消费骗局的企业不可能不知道虚假宣传的

风险，之所以总有企业敢于铤而走险，无非是因为违

法成本过低。 相关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尤其针

对产品网购的趋势和特点，应进一步加强网购平台监

管，明确相关经营主体责任，让各种改头换面的违法

违规产品无处藏身。 消费者也应科学理性消费，防范

虚假宣传。 （ 赵文君 戴小河）

近日， 万年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来到青云镇姚源村

生态果园种植基地，指导农户做好火龙果、金桔等农作物防寒抗冻工

作，面对面解答农户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传授果蔬管理技术，减

少极端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陈宁 摄

田间“支招”

本报讯 记者张东红 见习记者徐素琴报

道：

1

月

7

日，在第二届中国人民警察节来临

之际，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公安厅

在省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厅联合举行

2021

江西“ 最美基层民警”新闻发布会，公布

20

名

江西“ 最美基层民警”当选者。 我市两位民警

上榜

,

他们是广信区公安局网安大队大队长

姜文忠；玉山县反诈中心负责人、县公安局刑

警大队教导员欧阳亮。

姜文忠，从警

27

年来，长期扎根公安基

层一线，带领广信区公安局网安队伍，在建队

9

年的时间里，破获了

8

起公安部“ 部督”特

大案件、

1

起“ 国督”案件，同时开创了我省侦

办“ 国督”案件的先河。在

2021

年全省公安机

关“ 长风

2

号”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

动中， 姜文忠带领专案组破获一起特大电信

网络诈骗案。 案件收网行动中现场共抓获涉

案人员

75

名， 现场缴获、 扣押、 冻结资金

1000

余万元。

欧阳亮，从警

16

年，担任玉山县扫黑除

恶斗争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尖刀队伍负

责人后，参与破获涉黑恶团伙

12

个，查封、冻

结涉案资产

4455

万元， 有力地打击震慑了

各类违法犯罪， 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稳

定 。 在

2021

年负责县反诈中心工作以来 ，

他带领反诈中心民警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

200

余起，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40

余万

元； 打掉涉诈犯罪团伙

13

个， 捣毁窝点

12

个，快速止付资金

4000

余万元，冻结涉案资

金

1157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