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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梦华 记者蔡文逸报道：

近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全国

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 经过层层筛选、

严格审核以及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共同

评估，博能上饶线材公司以高分入选全

国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成为我国制造

业绿色转型升级的示范标杆。

据悉，绿色工厂是工信部为贯彻

落 实 国 家 《 工 业 绿 色 发 展 规 划

（

2016-2020

年）》 ， 加快推动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 打造绿色制造先进典

型， 引领相关领域工业绿色转型，促

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自主申

报、相关部门推荐、第三方评审，国家

工信部专家论证及复核、公示等多个

环节确定的。

多年来，博能上饶线材公司一直

秉持“ 绿色发展”的理念，积极参与生

态文明、 质量安全和信用体系建设，

着力构建绿色工厂和智能工厂。通过

全面开展节能减排，提产增效、技术

革新， 逐渐淘汰落后工艺及设备，实

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博能上饶线材

公司将以此为契机， 加快绿色工厂、

智能工厂建设， 着力构建安全高效、

环保清洁、节能低碳、循环发展的绿

色制造体系。

博能上饶线材

跻身国家绿色制造行列

9

月

27

日上午，上饶交警直属经开大队走进辖区江西腾勒动力有限公司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事故案例、以案说法，警示教育员工尊法守

规，加深了企业员工对骑行佩戴头盔、酒驾、毒驾、无证驾驶、超速超载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危害性认知， 促使企业员工普法守规的意识养成和文明

出行的行为习惯养成。 记者 蔡文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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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梦

企航将秉持携手共进、 梦想启航的

理念， 依靠专业化的服务、 团队化

的协作、 流程化的分工， 举全所之

力打造一支真正为企业排忧解难的

专业律师队伍， 全方位地为企业保

驾护航。” 日前， 江西梦企航律师事

务所在上饶经开区金融中心举行揭

牌仪式。

据了解， 梦企航律师事务所位

于上饶经开区双创科技园

11

栋， 办

公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是经江西省

司法厅批准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

也是全市首家以企业法律服务为核

心业务的专业型律师事务所。 该所

在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

公司投融资、 企业重组并购、 企业

资本运作、 债券发行、 重大经济合

同、 经济犯罪案件辩护等领域实践

经验丰富、 服务成果显著。 此次正

式入驻上饶经开区， 该所负责人表

示将竭诚为企业提供专业、 高效的

法律服务， 为建设法治营商环境贡

献一份力量。

一律所入驻上饶经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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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饶坑口物流大道交叉，

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正在加紧

建设。 计划用三年时间建成的

凤凰西大道延伸段， 不仅将结

束沿线板桥、 联合、 圳头等村

庄没有直达路通车的历史， 还

将进一步拉开了上饶经开区城

市框架， 把上饶坑口货场物流

园与中心城区连接起来， 形成

一条由东向西的快速通道， 对

上饶经开区与中心城区的经济

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路网的建设为园区发展提

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回首

19

年前， 对于地处偏远、 交通不

便的园区人来说， 出一趟远门

很不容易。

19

年后的今天， 打

开上饶经开区园区地图， 映入

眼帘的是横平竖直、 规划合理

的路网。 在拉开城市框架、 提

升发展潜能的同时， 该区还着

重对县道、 乡道和行政村主要

通道进行保通保畅。 今年以来，

该区高标准推进了生态文明农

村路建设， 实施了乡道双车道

改造、 美丽生态路提升等工程。

与此同时， 还完善了区内公交

网络建设 ， 优化了公交线路 ，

在晶科大道、 兴园大道等路段

建设了公交站亭

20

余个。

【现场】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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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凤凰西大道延伸段项目

贯通东西 框架拉开

王进泉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两台挖掘机、一台镐头机、一台推土

机……阴雨绵绵下， 轰隆的作业声此起

彼伏。

9

月

25

日，记者乘车来到位于上饶

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面的凤凰西大道延伸

段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土方施工正紧张有

序推进。

“ 我们是

9

月

3

日进场的，

9

月

21

日

开始土方的施工。 ”项目施工负责人肖忠

告诉记者，“ 该项目分四期建设，正在建设

的是一期工程，即永安大道至马鞍山大道

路段，全长

2.78

公里。 ”

凤凰西大道延伸段项目是以晶科大

道（ 原凤凰西大道博能厂区门口）为起点，

向西跨越晶科大道和世纪大道，上跨沪昆

高速公路，途经孙坑、聚远路、余家、王家

源、马眼河、物流大道等，终点位于新

320

国道， 全长约

13.3

公里， 总投资

16.6

亿

元，是一条宽

55

米、双向六车道的高标准

施工道路。“ 整个项目跨了

5

座桥，其中一

处大型桥梁跨境

117

米，结构复杂，施工

难度较大。”对此，肖忠表示会积极克服困

难，紧盯工程进度和质量安全，全力以赴

加快推进建设进度，按时按质完成建设任

务，确保沿途居民出行畅通。

随着吴洲村、太平村

309

户房屋

征收号角的吹响，董团乡村两级干部

创新工作机制，以民为本谋征迁，“

5+

2

”、“ 白

+

黑 ”，抢时间 、抓进度 、促成

效

,

形成了征迁工作的强大合力。

从征迁动员、宣传房屋征收政策

到协商签订协议，该乡始终坚持领导

现场办公， 乡主要领导坐镇指挥，区

征收办一线指导，各征收工作组面对

面解释政策，一对一消除困惑，上接

党委、政府的各项决策，下通人民群

众的民情、民心，做到了群策群力协

同作战。

20

天的时间里， 征收工作组连

轴转， 每天早上

8

点准时开早会，明

确当天工作任务； 晚上

6

点开总结

会，盘点总结当天工作情况，破解遇

到的难点问题。

针对部分群众白天务工，只有晚

上有空闲的情况，征收工作组合理安

排、加强对接，夜晚与被征收户协商

签订征收协议， 工作到晚上

11

点是

常态， 有时候要到凌晨三四点回家。

“ 下班到家， 我婆婆都要起来做早餐

了。 ”第五工作组成员何小红说。

为切实保障群众利益，该乡还充

分用好调查研究这个“ 法宝”，开展前

期调查摸底，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

议，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规划安置房

前，倾听群众诉求，将吴洲、太平安置

小区分别建在上铅快速通道、兴业大

道边上，靠近马眼河道，出行便利，环

境优美， 让征迁群众能够住得安心，

住得舒适。

“ 征迁干部工作做得好，事事为

我们考虑 ，我们村有好多年纪较大

和特殊情况的家庭 ， 租房困难 ，乡

里协调争取了

40

余套公租房预留

给租房困难的被征收户 ，帮助大家

解决了实际问题 。 ”太平村被征收

户林远艳说。

在征迁工作中，董团乡坚持一个

政策用到底、一把尺子量到底，坚决

杜绝乱开口子、 乱出政策的现象，面

对村民不同的利益诉求，向他们算清

明白账、经济账、长远账，以获得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营造村民理解支持参

与的征拆环境。

20天，董团跑出征迁“加速度”

集体“充电”谋发展

全区第三期干部大讲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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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苑 记者蔡文逸报道：

9

月

25

日， 为期两天的上饶经开区

第三期干部大讲堂举行， 全区县级

以上领导干部 ， 区直机关各部门 、

乡办正科级以上干部， 重点企业相

关负责人等

160

余人到场参加。

此次大讲堂邀请了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

所长李佐军作题为 “ 认清新形势 、

掌握新政策 、 谋求新发展 ” 的讲

座。 讲座中， 李佐军站位全局、 立

足实际， 从理论的高度、 实践的深

度、 可操作的角度， 以翔实数据和

鲜活事例， 全面梳理新形势下中国

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系统解读

十九届四中全会和

2020

年全国两

会的精神， 深刻阐述为什么要推动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客观分析了开发区和实体企业要如

何适应新变化， 谋求新发展， 以及

在当前经济严冬期企业的创业之

策、 生存之策和发展之策。

讲座深入浅出， 脉络清晰， 信

息量大， 对该区准确把握当前经济

形势和做好下一步经济工作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

要认真学习领会讲座精神， 充分结

合自身的工作实际， 按照区党工委、

管委会确定的 “

2468

” 工作思路 ，

主动对标全区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

各项工作任务， 担当作为、 善作善

成， 耐住寂寞、 练好内功， 为实现

该区“ 五年决战两千亿， 挺进全国

四十强 ” 目标和推进高质量发展 、

高水平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蔡文逸

11

个工作组、

60

余

名干部下沉一线；

8

天时间完成入户

测量、房屋面积核对等；

12

天时间完成所有

房屋协议签订；

……

这是上饶经开区董

团乡再次刷新的 “征迁

速度”。

“双节”前夕进企宣传交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