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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江西报业传媒集团
与新旅集团在南昌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聚焦主责主业，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紧紧围绕省委
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战略部署，就
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创新
发展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推动

“诗和远方”珠联璧合，在传播文
化和旅游“好声音”上结出硕果。

根据协议，江西报业传媒集
团将用好“报、刊、网、端、微、云、
屏”的聚合力量与新旅集团携手
共同推介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成
果、新亮点；深挖江西红色、古色、
绿色文化资源和“风景这边独好”
的旅游资源，助力打造闪亮的赣
鄱文旅“金名片”。

（陈若薇）

记者从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为帮助
文旅企业纾困发展，江西将建立省市县三级联
动的“结对服务体系”，并筛选32个全省重点文
旅项目，实行机关干部“一对一”挂点帮扶。

为进一步帮扶全省文旅企业纾困发
展，促进文旅行业快速复苏回暖，5 月 31
日，江西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帮扶文旅企业
纾困发展若干措施》，提出21条帮扶措施。

如何推动帮扶措施落实落地落细？据省
文旅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邓晓明介绍，江西将
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的“结对服务体系”，及
时解答纾困助企政策，让企业“零时差”享受
到“带温度”的政策红利，确保惠企政策的“春
风”惠及每家企业。

另一方面，筛选32个全省重点文旅项
目，实行机关干部“一对一”挂点帮扶，帮助
协调处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积极推动项目落地。

针对文化和旅游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
不足问题，省文旅厅还将继续深化实施金
融帮扶行动。“我们首批收集全省201家文
旅企业融资需求共计115.78 亿元，正在协
调产业链金融服务团成员单位积极对接。”
邓晓明表示，符合条件的文旅企业可通过

“文旅贷”“文企贷”融资。 （记者胡燕梅）

记者9日从江西省文旅厅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6月13日-15日，2022年江
西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在吉安举办，
230亿元重大旅游项目将进行签约。今年
旅发大会主要安排有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旅游推介会、产业对接会、项目观摩、技术
考察和相关配套活动。

其中，2022年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于6月15日上午召开，将表彰2021年度全
省旅游产业发展先进单位，分析研判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后旅游产业发展新趋势和
新机遇，对下一步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向下一届全省旅发大会承
办地授旗。

旅游推介会于 6月 14日晚举办，将沉
浸式展现江西历史人文底蕴、生态自然资
源，推介江西各类旅游资源、产品和玩
法。会上，一批重大旅游项目将进行现场
签约，签约金额达230亿元。

项目考察观摩涵盖了吉安的庐陵文
化、陶瓷研学、乡村振兴、航空旅游、沉浸
式演艺等旅游新业态和历史街区、夜游、
夜娱、夜购等城市旅游消费新场景。

技术考察推出了吉安市红色摇篮之
旅、绿色休闲之旅、古色庐陵之旅3条旅游
精品线路，听取同业意见建议，推动旅游
线路产品购销合作。

为扎实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今
年旅发大会还将举办一场省内外旅行商、
投资商对接会，促进江西资源优势向产业
优势转变。 （记者胡燕梅）

江西高考成绩
将于6月23日公布

记者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江
西高考成绩将于 6月 23日出炉，届时，考
生可通过江西教育网（jyt.jiangxi.gov.cn）、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jxeea.cn）、
江教在线网（www.know.edu.cn）、“江西
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江教在线”微信
公众号、“江教在线”App查询分数。

2022 年江西高考成绩公布后，如有
异议，考生可申请成绩复核工作。复核内
容包括考生个人相关信息、是否考生本人
答卷、是否有漏评、小题得分是否漏统
（登）、各小题得分合成后是否与提供给考
生的成绩一致等。

据悉，所有高校均实行计算机远程网
上录取。文史类、理工类设提前批本科、
国家专项本科、第一批本科（含地方专项、
苏区专项等）、第二批本科、提前批高职
（专科）、高职（专科）等 6个批次；艺术类
设提前本科单志愿、本科平行志愿、本科
单志愿、提前批高职（专科）、高职（专科）
等 5个批次；体育类设第一批本科、第二
批本科、高职（专科）等 3个批次；三校生
文理类和三校生艺术类分别设本科、高职
2个批次录取。 （记者胡燕梅）

8000 人在线选岗、直播点击量超过
10万人次……近日，江西资溪县数创中
心的一间会议室内，设置了一部相机、一
台电脑、三架补光灯，县人社局局长黄建
岗面对镜头，以“屏对屏”代替“面对面”，
为企事业单位和求职者之间提供便捷高
效的沟通交流渠道。

黄建岗介绍，在这场活动上，资溪县
17家企事业单位、共计 52个岗位“云”上
招聘。

据统计，江西今年高校毕业生预计
40.15万人，同比增加7.76万人，规模和增
量均创历史新高。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
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今年就业形势依
然复杂严峻。为缓解毕业生就业难，一
些高校将会议室、办公室、实验室改造为

“面试直播间”，推出“空中双选会”。
华东交通大学近日举办的一场“空中

双选会”中，169家优质企业提供了万余岗
位，吸引了1200余名应届毕业生参加。

“我们把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引导高校
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华东交
通大学招就处处长王彤介绍，37名本科
毕业生直接在会上完成了投递、面试及
最终签约，足不出“校”就找到了满意的

工作。
期间，南昌中铁穗城轨道交通建设

运营有限公司 20 分钟内就收到了 29 份
毕业生简历。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曹仲
随进入视频面试间，邀请应聘学生“一对
一”视频沟通，“应聘学生的综合素质都
不错，面试态度也积极，我们当即就和 9
位毕业生签约。”

“没想到足不出户就能找到合适的
工作。”通过学校的“云就业”平台，华东
交通大学毕业生张书正完成了从求职到
签约的一系列流程，最终收到了江西上
饶市一家公司的录用通知。

除了参与“云端校招”，部分企业灵
活运用“直播带岗”、远程面试等多种方
式，寻找合适的人才。

“向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介绍一下企
业的基本情况，大家可通过镜头了解我
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连日来，
赣州的龙南骏亚电子有限公司人员通过
线上直播宣传企业的优势特色，解答网
友在线提出的招工需求、福利待遇等问
题。透过屏幕，共计9万人“沉浸式”感受
了企业的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直播结
束时，企业已收到 212 人在线提交的简
历。 （据新华社）

直播“带岗”空中双选会

江西智慧招聘促就业 江西高速公路里程
超6300公里

“江西最美高速公路”萍莲高速通
车，大广高速南康至龙南段扩容工程即
将建成通车，遂川至大余高速公路施工
正酣……去年以来，我省交通建设不断
提速，综合交通网络越织越密。6 月 8
日，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1年江西
省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
称“《公报》”），全年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十四五”实现了良好开局。2021年
末江西全省公路总里程 211101.17公里，
比上年增加459.67公里。

《公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公路方
面，2021年末我省公路总里程 211101.17
公里，比上年增加459.67公里；公路密度
126.48公里/百平方公里，增加0.27公里/
百平方公里；公路养护里程 209228.99公
里，占公路总里程 99.1%。其中，年末高
速公路里程 6308.92公里，普通国省道里
程 18630.83 公 里 ，农 村 公 路 里 程
186161.42 公里。年末全省 100%乡（镇）
及建制村通硬化路面。

在水路方面，去年年末全省内河航
道通航里程 5716 公里。等级航道里程
2427公里，占总里程42.5%。三级及以上
航道里程871公里，占总里程15.2%。

同时，我省公众出行结构持续变化，
从出行总量看，公路客运持续下降，城市
客运量快速增长。在公路方面，2021年
我省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5亿人次，旅客
周转量97.71亿人公里，比上年分别下降
55.5%和 46%；在水路方面，2021 年我省
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59.2万人，完成旅客
周转量 2407万人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
40.6%和36.2%。

去年，南昌轨道交通共开通了 4 条
运营线路，开通运营里程 128.5 公里，比
上年增加 39.65 公里；完成客运量 25602
万人次（含 4 号线），增长 88.3%，日均运
送乘客 70.1 万人次，增长 33 万人次；旅
客 周 转 量 165268.3 万 人 公 里 ，增 长
77.6%，运营车公里 6552.6 万车公里，增
长 69.7%。

（记者周小雅）

江西旅发大会本月13日在吉安举办
将签约230亿元重大旅游项目

机关干部“一对一”
帮扶文旅企业纾困发展

■同步播报

推动“诗和远方”珠联璧合
江西报业传媒集团与新旅集团开展战略合作

6月9日，“红谷滩杯”第十届南昌市
青英人才创业大赛启动，从即日起至7月
初开放报名，大赛设企业组和学生组并
分别设置总计21万元、19万元的奖金。

据介绍，企业组主要面向初创企业
和中小微企业，规模以上企业不予接受
报名；大学生组面向驻昌或者南昌籍在
校大中专院校学生以及2022届毕业生。

企业组创业启动资金总计21万元，
其中一等奖（1名）10万元、二等奖（2名）3

万元/人、三等奖（3名）1万元/人、优秀奖
（4 名）0.5 万元/人。大学生组创业启动
资金总计19万元，其中一等奖（1名）8万
元、二等奖（2名）3万元/人、三等奖（3名）
1万元/人、优秀奖（4名）0.5万元/人。

本次大赛实行统一网络报名，参赛
者可扫描二维码在线报名，或者进入南
昌共青团官方网站报名（http://www.
ncyouth.org.cn/）。

（记者胡燕梅）

■相关新闻

年轻创业者看过来

“红谷滩杯”创业大赛最高奖励10万元

江西首次开展居民环境
与健康素养监测

记者9日从江西省生态环境厅获悉，
近日生态环境部审核通过我省2022年居
民生态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江西省将对南昌市青山湖区、
新余市渝水区、抚州市东乡区、九江市庐
山市、吉安市万安县、上饶市鄱阳县6个
县（市、区）24个行政村/居委会开展居民
生态环境健康素养监测工作，重点围绕生
态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环境污染危害、环
境健康风险相关的基本理念、基本知识、
基本行为和技能等方面进行问卷调查。
据悉，这次健康素养监测是我省首次实
施，将为有效掌握全省居民素养水平现
状，有针对性的开展素养提升工作提供科
学依据。 （朱桐记者储符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