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
推动多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边、
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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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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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婧

我市多措并举稳就业保民生
——

岗 位 送 到 家 门 口

“感谢党和政府，给了我这样一个好机会。在家
门口工作，让我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里。”浮梁县蛟
潭镇石鼓村贫困户李一林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家中既有耄耋之年的父母，又有患病的妻子，无
法外出务工。考虑到这一点，除了享受其他扶贫政
策之外，蛟潭镇人社所还特意给他安排了石鼓村扶
贫专岗的工作岗位，主要负责村内道路的养护及卫
生保洁等工作。
“每月扶贫专岗的补助按时打到银行卡上，还
有政府给的其他补贴，闲的时候也去村里合作社打
打零工，我女儿马上要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有
了盼头。”在各项政策的帮扶下，李一林对未来的生
活充满了信心。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连着百姓饭碗，一头
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市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省
政府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
部署，精准施策，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稳就业保就业
工作，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我市
共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181 次，为 9.5 万人次提供
了公共就业服务。
加强政策扶持“点对点”送岗
疫情防控期间，我市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政策
扶持力度，积极实施企业稳岗扩岗专项支持计划，
用好用足阶段性减免、缓缴社会保险费，社保补贴、
培训补贴、吸纳就业补贴等政策，将“免、减、缓、返、
补”的政策要求落到实处，拿出真金白银援企稳岗，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
为做好就业服务，市人社部门鼓励经营困难的
企业与职工集体协商，实行协商薪酬、调整工时、轮
□ 岗轮休、在岗培训等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对就业服
务机构帮助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且稳定就
业 1 年及以上的，按规定给予求职补贴。同时，积极
搭建线上线下招聘平台，开展春风行动、百千万线
上线下招聘专项活动，组织小分队“点对点”送岗，
通过各级人社、就业部门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
和“就业工作微信群”发布招聘岗位信息，帮助农村
劳动者实现就业。
市人社局还启动了市内重点用工企业复工复
产动态监测机制，及时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员工返
岗、工种需求、生产销售等情况；及时采取“点对点、
一站式”包车的方式为企业接回员工，让企业职工
“从家门到厂门”；接收省内外各个用工企业预约，
主动联系有需求的用工单位，为其开通省际、市际
包车线路和火车站定制包车等专属服务，实现跨
省、跨市点对点专属运输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共安
排 127 辆专车运送外出务工人员 3322 人。
结合瓷都特色 创业带动就业
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
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我市充分发挥陶溪川二期、
邑山陶瓷智造工坊、名坊园、陶青台文化创意园等
平台吸纳就业创业人员的作用，鼓励企业吸纳劳动
力就业。
结合陶瓷产业特色，我市以加强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为重点，多措并举开展创业服务。其中，陶溪川
邑空间作为人社部门重点打造的创业孵化基地，积
极扶持“创意+文化旅游”相结合的创业模式，推动
邑空间成功申报省级创业孵化基地，争取建设补助
资金 100 万元，打造创意陶瓷设计和营销以及文化
旅游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创业示范新标杆。对基
地内开设的邑空间商城、创意集市两大业务板块进
行重点帮扶，一方面，支持定期精选有个性特点、创
意设计强的创客入驻；另一方面，鼓励充分利用基
地内 9000 平方米的空间搭设了 700 多个摊位开设
创意集市，为各路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消费购物体
验。目前，邑空间商城和集市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
文创品牌。
为了给孵化载体拓展销售渠道，我市积极开辟“线上+线下”营销模式，定期
筛选一批有特色有规模的创业实体入驻淘宝、京东等网上商城，并在天猫、京东
上推出了陶溪川文创旗舰店，上线初期即吸引了大量网上游客访问。同时，充分
利用“直播经济”的吸睛效应，加快推进直播基地建设，疫情期间先后组织近
1000 名创客开展线上直播技能培训，
开通了直播权限。
聚焦就业扶贫 助力脱贫攻坚
在昌江区鲇鱼山镇金桥村党群服务中心，一间能容纳 60 人的活动室，门上
挂着“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心”的牌子。金桥村党支部书记邹志琴介绍说，他们根
据招聘单位需要，定期组织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举办专场培训
班 11 次，参加培训 620 人，其中有 440 人为原餐饮行业和陶瓷企业人员，如今全
部实现转岗再就业。
江西美菱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谈起村里来就业人员，伸出大拇指称赞：
“业
务很熟练！”该公司负责人所言非虚。刚脱贫不久的黎赛男，由于没有稳定工作，
面临返贫。村里帮助她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安排到岗。如今，黎赛男在江西美菱
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电子冰箱包装方面的工作，
一个月有 3000 多元工资。
据了解，为推动就业扶贫向纵深发展，市人社部门依托各乡镇（街道）劳动
保障所，通过多种方式对贫困劳动力务工意愿进行摸底调查，建立贫困劳动力
就业情况台账和两级联动就业服务微信群，及时了解企业复工复产、员工返岗、
工种需求、生产销售以及就业扶持政策落实等情况。在掌握贫困劳动力就业情
况台账的基础上，我市各级人社部门还及时向贫困劳动力筛选推送一批有针对
性的岗位信息，帮助他们掌握居家线上求职应聘操作流程，鼓励支持他们积极
参加线上培训，
在培训期间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和生活费补贴。
此外，我市各级人社部门通过发放宣传册、组织干部入户走访、开展面对面
政策宣讲等方式，让每位贫困户都了解交通补贴、求职补贴、创业补贴、社会补
贴等各项就业扶贫惠民政策，
让惠民政策信息直达“神经末梢”
。

优化城市路网 加快内外畅联
——我市全面推进路网建设拉开城市发展框架
□ 本报记者 程丽媛
路桥梁的跨度、规模是景德镇城市
道路建设史上之最。为了克服困
难，施工人员将水上施工变成陆地
施工，水中墩施工采用了先搭设钢
栈桥到达对岸后再从岸边筑岛围
堰施工的办法，水中墩最大跨径
125 米，共分成 6 次进行浇筑。
如今，高铁商务区“三纵四横”
道路骨架路网基本构建完成，其中
“三纵”分别是朝阳东大道、高铁大
道、建设大道；
“ 四横”分别是车站
北路、站前一路、昌南大道以及站
前四路。主干道形成的交通循环，
能够让进入高铁商务区的人流、车
流快速分流，避免交通堵塞。
家住东郊的汪女士享受到了
路网畅通带来的便利，她在景德
镇学院上班，之前她去老校区每
天要花 40 分钟左右，在景德镇学
院搬迁至新校区后，她仅仅需要
15 分钟。
“ 本来以为学校搬去浮梁
后，我上班路程会更远，没想到从
昌南大道上跨规划动车存车场立交桥航拍图。
昌南大道上跨规划动车存车场立交桥航拍图
。（邵光辉
（邵光辉 摄)
建设大道过去比去老校区还要近
很多。”
交通是贯穿一座城市的血脉和骨架，承载
米+120 米+72 米’连续梁，桥面全宽 47.4 米，是为
从高铁商务区、昌南新区两大片区 60 公里
着城市的未来发展，
关系着群众的日常出行。
预留昌景黄动车存车场修建条件而设。”高铁商
城市道路、20 公里地下综合管廊等基础设施建
6 月 6 日，上跨规划动车存车场立交桥顺利
务区上跨规划动车存车场立交桥项目总工程师
设，到旸府大桥、建设大桥两座跨江大桥的先
完成跨中合龙段的混凝土浇筑，实现大桥左右
赵凤波说道，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南昌公司作为
后建成，再到通站路延伸段、景德东大道、红塔
幅全面贯通。7 月 1 日，
大桥正式开始试运行。
承建方之一，从去年 5 月底开工建设，到今年 6
路、新安路等 10 多条新改建道路的竣工通车
行驶在大桥上，你会发现一路走来道路平
月份贯通，经历了 400 多天的奋战，它的建成极
……随着路网建设的全面铺开，目前我市“两
坦、交通顺畅，新建成的道路犹如一柄利斧，劈
大方便了瓷都市民的出行。
”
横三纵五联”的城市骨架路网已基本形成，不
开了一座座阻碍出行的大山；又像一条彩带，串
西起金岭大道、东至景瑶公路、全长 7.8 公
仅城市道路畅通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各县区
起了整座城市不同区域间的交通。
里的昌南大道是连接机场、景德镇北站、高速公
之间实现了快捷连通，而且对于缓解城区交通
作为城市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上跨规划动
路，打造贯通东西的交通路网的重要道路，也是
压力，加速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提升中心城区
车存车场立交桥东接高铁大道，西接景北大道，
我市目前投资最大、桥梁最长、跨径最大、节段
的城市功能品质和聚集、辐射作用也有着重大
是连接市中心与景德镇北站之间的重要桥梁。
数最多、桩基最长、高度最高的道路工程。
而深远的意义。
该桥建成后，从根本上解决昌江大道与景北大
昌南大道跨多条道路、经多个行政区，沿线
道交通拥堵问题，对缓解市中心交通压力起到
所经路段地质地貌变化差异大，不仅涉及既有
重要作用。
铁路上跨、3 个灰库区、跨越昌江河道、跨越旸府
“这座上跨规划动车存车场立交桥是昌南
滩村落、下穿九景衢铁路，而且建设时间紧、征
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长 264 米，设计为‘72
拆迁任务重、施工难度大、组织协调难，所建道

坚决打赢“双创”攻坚战

刘锋巡查“双创”工作时强调

以志在必得的精神和勇气 齐心协力打好“双创”攻坚战
本 报 讯 （记 者 邹 勇 宾） 9 月 13 日 ， 市
长、市双创双修工作指挥部指挥长刘锋就我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情况进行巡
查。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创建工
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深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做到没有盲区、不留死
角，以志在必得的精神和勇气，齐心协力打好
“双创”攻坚战。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
刘朝阳陪同巡查。
刘锋一行先后深入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学

院、竟成镇后街村、竟成镇樊家井村、荷塘集
镇、鲇鱼山集镇、丽阳集镇等地，实地察看创
文、创卫工作推进情况。在巡查中，刘锋边走
边看，重点对绿化带内藏垃圾、行人乱丢烟
头、小区内停车、居民楼楼道卫生、乡镇集市
卫生等工作薄弱环节进行现场督导整改，并要
求属地政府加强日常巡查和劝导，做到实时动
态监管，发现即整改到位。
刘锋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问题为导
向，进一步查漏补缺，将“双创”工作的各个

环节落到实处、落到细处；要开拓思路，创新
形式，整合社区、单位等多方资源，合理规
划，进一步解决部分小区停车难等问题；要加
大宣传，重视引导，充分发挥志愿者在“双
创”工作中的作用，形成全民关心“双创”、
全民参与“双创”的良好氛围；要在做好日常
保洁工作的同时，重点关注杂物清理、乱搭乱
建等突出问题，建立长效督促机制，确保问题
整改不反弹，以高度的责任心、高效的执行
力，确保打赢“双创”攻坚战。

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渐入佳境
□ 江西日报记者 陈化先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
来，器成天下走。”清代诗人沈嘉征以一首通
俗易懂的诗词，从资源、人才、技术、市场角
度勾勒出景德镇当时的“陶瓷生态”
。
自上世纪 90 年代后，景德镇陶瓷受到多
种因素的冲击，发展一度有些迷茫。最近几
年，景德镇市委、市政府加强布局，以全新的
政策引导、人才支撑、科技引领、文化滋养来
培育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今年 6 月，文化和
旅游部同意在景德镇市设立“景德镇陶瓷文化
生态保护实验区”，集陶瓷生产、研发、创
意、销售于一体的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渐入佳
境。
初秋时节，记者跟随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采访团队来到景德镇，所到之处，几乎每个受
访者都提到“陶瓷文化生态”这个词，他们在
陶瓷文化生态里汲取养分，更在这个生态里寻
找方向。
2014 年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留在陶溪
川创业的封学芳，专注于手工陶瓷雕塑创作，

投稿邮箱：
jdznews0798@163.com

她的作品在陶溪川创意集市练摊中有了雏形，
又在陶溪川的“邑空间”平台蜕变。她说：
“陶溪川是年轻人的造梦空间，这里的陶瓷
‘土壤’，可以滋养我们成长成熟。
”
在陶溪川待了 5 年的美国人莱恩·拉巴
尔，十分享受景德镇的创作氛围，很多灵感来
自艺术交流中，他的陶瓷作品受到高端宾馆青
睐。他说：“景德镇是陶瓷圈人士都该来朝圣
的地方，这里的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创作创新
氛围浓厚，我喜欢这里。
”
如果说陶溪川是 3 万名“景漂”“洋漂”
的造梦空间，那么三宝国际瓷谷则是陶瓷艺术
的梦幻世界，这里有“景漂”“洋漂”所需的
艺术营养。
2016 年，三宝国际瓷谷在拥有 700 余年窑
火的景德镇市珠山区竟成镇三宝村诞生，这是
一个集历史遗存展示、陶瓷研究创作、旅游休
闲度假于一体的陶瓷文化旅游集散地。
宁钢、俞军、李游宇、李见深等一批优秀
陶瓷艺术家聚集在此。景仰书院、三宝净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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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堂等一大批文创企业落户。42 岁的真如堂
负责人王萌说：“只要创意成熟，这里有足够
空间让你大放异彩。”每月甚至每周，三宝国
际瓷谷就会有一次陶瓷艺术创意的碰撞，三宝
蓬艺术中心、手作故事街区、艺术家工作室、
青年创客空间等成为设计师、艺术家交流的聚
集地。曾经创新 40 多种颜色釉的国家级非遗
文化传承人邓希平说：“我要竭尽所能重塑景
德镇陶瓷产业形象。
”
如今，为了适应信息化、智能化新时代，
景德镇相关部门及时布局，占地 400 亩的陶瓷
智造工坊落成，成为集陶瓷电商、研发、设
计、生产于一体全产业链发展平台，让创意快
速变成产品，让昔日景德镇国有瓷厂的拳头产
品从博物馆走向市场。光明瓷厂的青花玲珑瓷
器、人民瓷厂的青花梧桐瓷器、红旗瓷厂的青
花缠枝莲瓷器等，借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设立的契机，走到新的高度，重塑新的
辉煌。
（原载 2020 年 9 月 14 日《江西日报》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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