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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10种商品价格上涨，5种商品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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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辣椒

青椒

韭菜

南瓜

柑橘

苹果

菠萝

西瓜

山药

土豆

豆油

西红柿

蒜头

白萝卜

菜籽油

本周价格

11.92

11.43

8.56

4.5

8.21

11.7

9.2

5.69

14.08

5.06

17.02

8.35

10.11

3.86

18.41

上周价格

10.78

10.61

8.16

4.35

7.94

11.38

8.95

5.54

13.73

4.94

17.03

8.36

10.13

3.87

18.51

环比(%)

10.58

7.73

4.9

3.45

3.4

2.81

2.79

2.71

2.55

2.43

-0.06

-0.12

-0.2

-0.26

-0.54

赣州市生活必需品
每周价格涨跌幅排序

指标：零售 单位：元/公斤
（信息来源：赣州市商务局市场流通和运行管理科）

资 讯

“好政策是支持我们前行的力

量。”近日，说起创业政策，瑞金市电商

创业者钟醒儒记忆犹新，2019年，他怀

揣梦想从广州回到家乡创业，房租减

半、水电免费、网络免费等各种优惠政

策，给了他底气，助力企业快速成长。

目前，钟醒儒创办的江西触米科技有

限公司年销售额 1200多万元，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

在瑞金市，像钟醒儒这样的电商

创业者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与当地

不遗余力地支持电商产业发展密不可

分。近年来，瑞金市紧抓时代机遇，把

发展电子商务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有力抓手，努力抢跑数字经济

新“赛道”，各类电商市场主体蓬勃发

展，电商产业的先发优势正逐步转化

为数字经济竞争的新优势。

资金、人才等因素是电商企业发

展的“痛点”，为帮助电商创业者解决

这些难题，瑞金市不断加大对电子商

务产业的政策、资金支持力度，综合运

用优惠政策、资金奖补、人才培训、贴

心服务等护航电商企业发展，开展电

商培训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充实

电商专业人才力量，助推行业健康快

速发展。

直播带货、网上接单、产品分拣包

装、售后客服交流……走进位于瑞金

市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瑞金市土八鲜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员工们正

在紧张忙碌着。几年前，仓储问题曾

一度制约着这家公司的发展。如今，

让公司负责人刘剑春欣喜的是，园区

内完备的配套服务为他解决了难题，

让他更放心、安心地创业。

在瑞金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受益

的不止刘剑春一人。瑞金市电子商务

产业园汇集了各类电子商务企业 121
家，其中，年营业额 4000万元以上企业

2家，年销售额 1000万以上的 12家，创

业就业人员 530多人。该产业园已形

成了电子商务、呼叫客服、物流仓储等

基础产业和大数据、数字创意等新兴产

业为一体的产业集群，从电商平台设计

开发到产品销售运营，电子商务企业不

出园区就可享受电商运营的全生产链

服务，园区承载能力、孵化能力、辐射能

力不断提升，如今，园区创成市级以上

荣誉称号 15个，国家级 2个，省级 7个，

成为江西省省级电子商务基地。

随着电商直播行业的兴起，瑞金

市在电商企业开展直播带货，蔬菜、脐

橙、咸鸭蛋、蜂蜜、莲子、山茶油、茶叶、

辣椒酱等农特产品开始“触网出圈”，

这些以往稀松平常的农产品成为走俏

市场的“香饽饽”。近年来，该市把电

子商务作为富民增收的新渠道，通过

加强农村电商人才培训、优化农村电

商网点建设等，为农民群众送上优质

的电商运营服务。目前建有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服务站 26个、邮乐购村级服

务站 30个。

瑞金市还在强化品牌塑造方面下

足功夫，打造了“廖奶奶咸鸭蛋”“瑞京

金山上山茶油”“好客山里郎蜂蜜”“武

夷源茶叶”“华嬷嬷”等一批知名电商品

牌，通过“电商+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培育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021年瑞金市电子商务企业实现网络

零售额 8.45亿元，同比增长 21.64%，成

为推动当地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瑞金抢跑数字经济新“赛道”
□记者刘水莲 通讯员杨鑫

近日，位于定南县富田工业园区的定南色耐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轻量化汽车零部件项目生产线，工人正忙

着赶制铝合金汽车轮毂订单产品。今年以来，该县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县战略，深入实施主攻工业倍增升级行动，稳

步推进三年三个“百亿产业”集群，全力构建“高大上、链群配”工业发展新格局。

特约记者詹继成 摄

本报讯 （刘斌 郭利莉）近日，位于信

丰县高新区的江西绿萌科技控股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新一

代果蔬（火龙果）采后处理智能分选机首

次出口到马来西亚。

“‘把果蔬分选好，把成果分享好’，我

们围绕这一目标，持续在果蔬领域攻难

点、破节点，实现更大作为。从最初的单

一分选，到现在实现了 40多种果蔬产品的

商品化处理，市场占有率达到 75%以上，

产品出口 23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董事

长朱壹高兴地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信丰县深入

实施科技创新赋能行动，扭住“科技创新”

这个牛鼻子，强主体、聚人才、保要素，点

燃“换道超车”新引擎，把科技创新“关键

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上

半年，该县举办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科技

型中小企业认定、科技项目申报等培训会

3批次，入库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35家。目

前，该县获批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1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5家企业。全

县专利授权量达 234件，其中发明专利授

权 12 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3.36 件。

该县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一

号发展工程”，招引一批知名科创企业和

科技型初创企业入驻，主动对接大湾区科

创中心、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积极承

接一批科创成果在信丰落地。目前，该县

已打造 36个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上云

企业。

为破解“产学研”合作难问题，该县认

真学习湾区思维，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理念，积极探索推行“科技副总”柔性

引才机制改革，面向省内外高校遴选一批

博士专家人才到企业挂职“科技副总”，第

二批 30名科技副总即将上岗。为给企业

提供全方位的科技创新服务，该县通过“引进一个人

才、带来一个团队、振兴一个产业”健全高校、企业、政

府的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校企

资源共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技术需求研发、加

强研发机构建设、引进培养人才团队等，让创新创造的

源泉充分涌流。

赣 州 市“ 招 大 引 强 大 会 战 ”动

员大会已于近日召开，为全面贯彻

好大会精神，全市各级干部必须聚

焦招大引强、立下攻坚之志，通过

开展“五比五看”擂台赛，打好“五

大战役”，推动招大引强取得更大

成效。

在项目质量上寻求突破。一个

好项目可以振兴一方经济，一个大

项目可以改写一地格局。各级干部

应该改变以前“捡到碗里就是菜”的

做法，而是“提着篮子去选菜”。赣

州市正加快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桥头堡，我们应该把大湾区作

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紧盯湾区“三

类 500 强”（世界 500 强、中国 500 强

以及民营 500 强）企业，深入实施“三

请三回”“三企入赣”“三百工程”，常

态化开展“粤企入赣”活动，打响“粤

企入赣”品牌。

在招商理念上寻求突破。时代

在变，招商方式也在变，各级干部应

改变拼资源、拼消耗的老路，与时俱

进、因时而动，推动理念更新、认识

革新、方法创新。真正的大企业大

项目，更看重一个地方的产业生态，

尤其是营商环境和要素成本。我们

应 该 坚 持 深 入 实 施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一号改革工程”，加大“放管服”改

革力度，加快“一网通办”“市区同

权”，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跨省

通办”“省内通办”。积极参与厦洽

会、赣台会、跨国公司合作交流会等

系列经贸活动，主攻一批重量级企

业，推进洽谈、签约、落地一批重大

项目。学习借鉴深汕特别合作区的

做法，抓住深圳对口合作赣州的机

遇，全面融湾，大胆尝试，加快赣粤

“科创飞地”建设。

在“招大引强大会战”面前，不能

当“吃瓜群众”。多一个干部“走出

去”，可能就多一个项目“引进来”。

只要“千斤重担大家挑”，我们就一定

能如期完成大会战任务，取得最终的

胜利。

聚焦招大引强 立下攻坚之志
□钟万龙

本报讯 （记者曾艳 通讯员陈永忠）广泛分布于城

镇乡村的食品小作坊关乎民生，既方便百姓饮食需求，

也带旺市场烟火气。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

进“六稳”“六保”，全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南迳分局以

“规范发展一批、转型升级一批、打击取缔一批”为指

导，严准入强监管优服务，为食品小作坊纾困解难，助

推小作坊提质升级。

目前，南迳分局辖区现有获证小作坊 25家，其中 2
家被评为省级食品小作坊示范创建单位、7家被评为

县级示范单位，1家成功转型为市级食品生产企业，2
家小作坊产品取得商标注册，7家小作坊申办产品条

码身份证。

办证前，工作人员主动上门，通过“点对点”实地

指导，从工艺流程、厂房布局、制度建立、硬件改造、

软件完善等各方面对小作坊予以现场指导，将办证

流程、相关政策、资料清单等一次性告知业主。为加

强对小作坊的监管，工作人员从环境卫生、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原料来源及贮存、进货查验四方面全面排

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检查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生

产加工及销售记录、标签标识、食品添加剂“六专”落

实情况，严厉打击使用非食品原料和回收食品生产

加工及滥用食品添加剂违法行为。不仅如此，当地

还鼓励帮助小作坊加强生产管理水平和风险防控能

力，促使其向“生产库房齐全、卫生条件良好、设施设

备完备、制度记录健全、原料使用规范”等标准化方

向发展，引导食品小作坊走向产业化、规模化、市场

化和品牌化。

全南助食品作坊提质升级

“抖音直播开始

时，要先进行热场，

可以在直播间抽奖

送福利等，带着直播

间的用户逐渐进入

状态……”近日，一

场由大余县就业创

业服务中心、吉村镇

人民政府主办的电

子商务直播培训会

在该镇中村村委会

举行，来自多个村的

23 名学员正认真学

习电商营销技巧、直

播带货等知识。

“既有理论知识，

又有实操经验，干货

满满，受益匪浅！”吉

村镇电商服务中心店

长江小英参加培训会

后深受启发。 41 岁

的江小英是吉村镇吉村村人，在广东

做过超市管理员，2009年辞职后在家

创业。2018年，她开始收购土特产，跑

遍村镇寻找货源，走街串巷流动售

卖。“每天风吹日晒的，虽然能挣点，但

都是辛苦钱。”江小英说。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2019年，吉

村镇开始探索实施“电商+农产品”模

式，着力打造电商产业强镇，成立了

吉村镇电商服务中心，让好物出深

山。经过层层筛选，江小英成功应聘

为店长。

在吉村镇电商服务中心，整齐摆

放了笋干、小鱼干、山茶油等十余种农

产品，借助电商平台，这些农产品现在

已“飞”出大山，销往全国各地。

“最畅销的是笋干和土鸡蛋，笋干

能卖到 50元一斤，土鸡蛋能卖到 1.5元
一个。”江小英介绍，笋干色泽黄亮、肉

质肥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纤维素等

微量元素，有助食、开胃之功效，深受

消费者喜爱。

“也想过开淘宝店，但手续这些比

较麻烦。”江小英说，特别是二次加工

的农产品需要食品生产许可证、质检

报告等，江小英只能另谋出路。

“后来，我就尝试在微信群里销售

土特产，发现效果还不错。”江小英

说，她现在建立了 3个微信群，有 1个
供货群和 2 个需求群，实现了供需的

无缝对接。

“最近开通了抖音企业号和抖音

小店，尝试直播带货。”江小英说，直播

带货相比传统电商购买方式互动性更

强、亲和力更强，传达效率也非常高。

“刚开始直播的时候，观众很少，

粉丝还不到 1000人。”遇到直播间人数

不再增加的瓶颈问题，江小英没有放

弃，每天通过抖音创作者服务中心、巨

量课堂等方式学习电商知识，并将学

习资料打印装订成册，不断自学直播

带货技巧。“现在粉丝增加到了 8000多
人，很多作品点赞量超过了 1万人次。”

江小英说。

“以前只卖当季农产品，现在学会

了错季销售，新鲜竹笋晒成笋干，在网

上销售，利润翻了几倍。”江小英说。在

江小英的精心经营下，吉村镇电商服务

中心销售品类不断丰富，从笋干、山茶

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扩充到了石猴子、

鸡筋参等中草药材以及夏凉帽等手工

编织的工艺品。今年 1月至 8月，吉村

镇电商服务中心交易额达 30余万元。

“认准的事就要坚持做下去，我们

都是追梦人。”江小英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发挥电商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

紧抓“直播+电商”机遇，挖掘整合本地

资源，带动当地农产品上行，让电商成

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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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惠婷）近日，记

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随着我市居民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规模持续扩

大，消费结构不断优化。2021年，全

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987.7亿元，

为 2012 年 的 2.6 倍 ，年 均 增 长

11.2%。其中，商品零售额 1731.7 亿

元，比 2012 年增长 1.5 倍，年均增长

10.6%；餐费收入 256亿元，比 2012年
增长 2.9倍，年均增长 16.3%。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批零住

餐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稳

步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加明

显。批发零售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

98.12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327.58亿
元 ，增 加 229.46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7.2%；对 GDP 的贡献率从 2.5%上升

至 23.7%，提高 21.2个百分点。住宿

餐饮业增加值从 2012 年的 26.78 亿

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12.49 亿元，增

加 85.71 亿元，年均增长 5.8% ；对

GDP 的贡献率从 0.4%上升至 6.7%，

提高 6.3个百分点。

在满足基本生活类消费的基础

上，市民消费由数量型向质量型、享

受型、健康环保型转变。十年来，家

具类年均增长 35.8%，通信器材类年

均增长 26.1%，五金电料类年均增长

31.9%，建筑装潢材料类年均增长

33.5%。汽车消费持续高涨，2021年
汽车类商品零售额 174亿元，是 2012
年的 3.7倍，年均增长 17.9%。赣州市

城市与农村住户每百户汽车拥有量

分别从 2014 年的 17.29 辆、5.95 辆提

高至 2021 年的 43.01 辆、31.67 辆，分

别增长 1.48倍和 4.32倍。

我市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经济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