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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场监管局
积极助推南康家具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一是质量强链。开展南康家具质量提升行动，支持南康区

获批创建“国家级家具产品质量提升示范区”，编写《全国实

木家具质量状况分析报告》，针对共性质量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加强质量抽检，成功筹建中部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家具质检中心

“国家家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西）”，2019 年家具产

品抽查合格率为 84%，较 2015 年提升 17.7%。开展产品质量提

升专题培训，树立质量标杆，先后助推 4 家家具企业获评赣州

市市长质量奖，占全市总数的 17%；1 企业成功入选 2019 年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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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皖赣沪百佳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宣传推广活动；1 位质量杰出

个人和 1 个质量信得过班组拍摄 2019 年“我身边的质量先锋”

宣传片。

二是标准提链。开展家具产业对标达标提升行动，与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邀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专家进行调研，推动制定全国家具行

业首个团体标准《实木单层床》和《实木餐桌餐椅》，协调相

关技术机构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家具用材料分类》等 3 项

国家标准及《家具制造木材拼板的作业和工艺》等 4 项行业标

准，推动南康家具协会被国家标准委列为全国第二批、全省首

个团体标准试点单位。

三是品牌拓链。助推全国首个以县级区划命名的工业集体

商标——“南康家具”成功注册，联合有关部门审定“南康家

具”集体商标使用企业 179 户，南康家具企业商标总量近 9000

个，户均超过 1 个。指导支持南康区成功筹建全国唯一的家具

产业“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支持家具重点企业组建“南

康家具”品牌联盟，现有家具驰名商标 5 件，马德里国际商标

12 件，江西名牌产品 49 个，“南康家具”品牌价值达 97.88

亿元，蝉联全省制造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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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创新招商思路
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快速发展

信丰县紧盯电子信息前沿领域、瞄准细分领域，全力以赴

引进有利于补充产业链条、形成产业集群、完善产业配套的优

质项目，推动电子信息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是突出“头雁”引领。围绕建设赣州电子信息产业带核

心区定位，紧盯 5G、穿戴设备、光电产品等智能制造领域，大

力招引“头雁”项目，先后引进了合力泰、技研新阳、众恒光

电、金信诺等大优项目，近三年来落地投资 10 亿元以上电子

信息产业项目 20 多个。聚焦电子信息产业招大引强，连续 3

年每年至少招引落地 1 个投资 50 亿元以上大项目，累计引进

100 亿元项目 2 个、50 亿元以上 8 个、10 亿元以上 21 个，为

打造赣州电子信息产业带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推动形成“雁群”。围绕全县首位产业，进一步编制

完善主导产业招商路线图，全面梳理全产业链的重点领域、薄

弱环节、关键企业，集中力量、有的放矢开展重点招商，吸引

中小企业延链补链、配套跟进、集团式转移，促进产业纵向专

业分工和横向竞争合作，形成产业链条关系紧密的“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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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由招商引资向择优选资转变、由单个项目招商向产业集群

招商转变。

三是激活“雁阵效应”。充分发挥大企业、大项目带动作

用和信息渠道广、人脉资源多的优势，开展以商招商，鼓励支

持龙头企业宣传推介信丰，并严格兑现客商引进招商项目奖

励，形成“引进一个、建好一个、带来一批”的联动效应。同

时，着力引进“组团企业”，发挥“组团效应”，完善产业链

条。通过在深圳举办电子信息产业专题招商推介会，引进一批

长珠闽客商组团落户、投资办厂，形成了一个从高端设计到终

端产品制造的产业链。

于都县当好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带着党中央对老区人民

的深情厚爱，亲临于都视察，发出了“新长征、再出发”的伟

大号令。一年来，全县上下牢记谆谆嘱托，不负殷殷期望，感

恩奋进，砥砺前行，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五型”政府建设要

求，不断以实际行动争创新的业绩，各项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让这片红土开出璀璨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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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脱贫摘帽的崭新面貌来当好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坚

持把实现高质量脱贫作为首要任务，聚焦“两不愁三保障”，

开展“十个清零”行动，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易地扶贫

搬迁后续扶持等措施，走出了一条高质量脱贫的“于都路径”。

投入 77.91 亿元，完成 3547 户挑水户单户打井工程，推进城

乡供水一体化，完成管网铺设 439 公里、入户安装 1.1 万余户，

安全饮水全面达标；发放教育资助金 1.62 亿元，惠及贫困学

生 7.7 万余人次，全面消除因贫辍学现象；扎实推进“四道医

疗保障线”和健康暖心工程，兑现补助资金 2.89 亿元，补偿

比例稳定在 90%，316 所村级卫生室达标建设并投入使用；改

造危旧房 8017 栋，完成上欧梦想家园、18 个中心镇中心村安

置点建设，1512 户 6508 名贫困群众喜迁新居。升级改造国省

道 43.4 公里、县乡道 82 公里、通村公路 593 公里，完成通组

路建设 1038 公里、通户路硬化 1.42 万户。完成脱贫 8535 户

35645 人，剩余 58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以全省第二、赣州市第

一的成绩顺利通过脱贫摘帽评估验收。

二是以秀美乡村建设的崭新面貌来当好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牢记总书记“一定把富硒这个品牌打好”的重要指示，围

绕做大做强蔬菜首位产业，做好做足“赣南富硒蔬菜”品牌文

章。成立首个蔬菜育种院士工作站，一大批富硒农产品获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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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检测认证，打造了富硒蔬菜、大米、茶叶、脐橙等优质富

硒产品。2019 年新增规模大棚蔬菜基地 63 个，新建钢架大棚

1.2 万亩，蔬菜总产量突破 40 万吨，总产值达 25 亿元。加快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投入资金 1.16 亿元，围绕“六清二改一

管护”，全域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农村农业面貌焕然一

新。以点带面发展乡村旅游，成功打造了潭头社区、寒信古村

等特色小镇。潭头社区开发了富硒餐饮、乡村民宿、特色农产

品、智恒研学、休闲采摘、农事体验等一系列乡村特色旅游项

目，2019 年接待各类研学游客 6 万人，带动住宿、用餐、购物

消费等附加经济效益300余万元。银坑镇被评为全省卫生乡镇，

车溪乡坝脑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仙下乡龙溪村获评全省

第六届文明村，梓山镇潭头村获评省级生态文明示范基地。

三是以传承红色基因、唱响长征品牌的崭新面貌来当好高

质量发展排头兵。牢记总书记“现在是新长征，我们要重新再

出发”的重要指示，用好用活红色资源，推进项目建设，完善

基础设施，构建以长征出发地纪念园为核心、长征小镇等多个

精品区域为支撑的“众星拱月”红色研学旅游框架。创新红色

基因传承形式，形成了一个“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一首《红军渡长征源》、一堂“微课堂”、一个“长征源合唱

团”、一群“小红星讲解员”的“五个一”模式，打造干部党

性教育现场教学点 30 个，开发了《上蕉游击战》体验教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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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组歌》红舞台教学。成功承办长征沿线红色旅游城市联

盟第二届年会，长征精神理论研讨会。2019 年，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地纪念园游客接待量达 110 万，同比增长 130%，于都已然

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长征精神、坚守初心使命的重要“打

卡地”。

宁都县多措并举补齐学前教育短板

为补齐学前教育短板，切实解决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

贵”突出问题，宁都县坚持目标导向，坚持“建”“购”“转”

“配”“管”多措并举，推进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攻坚小区

配套幼儿园专项治理，严格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扩增量，转

存量，优质量。2019 年以来，新增（新建、回购、转办、配建）

城区公办园 15 所，新增城区公办园学位 7480 个。

一是在“建”字上下实功。投资 6000 万元，在老城区征

用土地 16460 平方米，新建“第四幼儿园”和“第五幼儿园”，

满足老城区幼儿就读公办园的需求。

二是在“购”字上动真章。投资 5000 万元，回收购置北

大星城、东投•状元府 2 个小区配套幼儿园，解决人口密集住宅

小区入园难问题。

三是在“转”字上见实效。将泛华盛世、华隆首府、领秀

新都、清华名府、华都豪庭、京都豪庭、东方丽都、名仕公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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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龙港等 9 所小区配套幼儿园托管转制为公办幼儿园，按公

办园标准收费，由县城公办幼儿园向被托管幼儿园派驻园长和

骨干教师，县财政根据在园幼儿数，按每生每年 1200 元标准

据实给予被托管幼儿园经费补助，所需资金列入县本级财政预

算。

四是在“配”字上施实策。对新建住宅小区，严格落实小

区配套幼儿园审批机制，如“东投•翡翠城”，新拍的怀德路与

翠微峰大道交叉口西侧地块，将新配建 2 所小区配套幼儿园。

五是在“管”字上亮实招。实行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对收

费行为、安全防护、卫生保健、保教质量等进行全程全方位监

管；集中开展无证幼儿园清理整顿、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专项

治理，规范幼儿园办学行为；加大农村附设幼儿园乡镇公办园

招生力度，让农村适龄幼儿就近入园，入优质公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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