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林业重点工作部署推进视频会议召开

俞健出席并讲话

横峰讯 刚吃过午饭不

久，横峰县兴安社区的人口

普查指导员赖家俊就拉上

了普查员游俊婵，两人一组

开始了下午的人口普查工

作。“ 您好有人在吗，我们是

兴安社区的人口普查员。 ”

———这是横峰普查员们近

日生活的一个缩影。

兴安街道是横峰县

11

个乡镇（ 场、办）中普查任务

量最重的区域。 针对大部分

居民白天在外工作不在家

的情况，普查员们采取灵活

模式入户登记。“ 为了不打

扰居民休息，我们一般早上

8

点后才入户， 有时晚上要

忙到

10

点来钟。 ” 赖家俊

说，本次人口普查采用的是

普查员登记信息和居民自

主填报两种方式，填报过程

十分方便，一户居民不到

10

分钟就能完成。“ 居民可以使

用移动终端扫普查员现场实

时生成的二维码， 自行填报

个人和家庭信息。 登记后即

时上报数据， 这样可以减少

中间环节， 提高工作效率。”

自今年开展人口普查以来，

赖家俊已经完成了

100

多户

居民的人口普查表填报工

作。

据悉，在普查时，普查员

会拿出 《 致居民的一封信》 ，

出示工作证亮明身份， 打消

居民疑虑。 针对普查员多次

上门无人在家的情况， 普查

员还会留下 《 到访不遇通

知》 ，提供普查员的姓名和联

系方式， 方便居民联系进行

信息登记。

（ 黎佳伟）

横 峰 扎 实 做 好 人 口 普 查 工 作

种香菇 增收入

用好“学习强国” 争做“学习达人”

上饶中学开展挑战答题知识竞赛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市 ， 建 设 温 馨 美 好 家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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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的“丰收曲”

本报讯 记者程慧报道： “ 我国古代六艺所指的是哪

六种技能？” “

1935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在哪次会议上确

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

11

月

11

日下

午， 上饶中学“ 学习强国” 挑战答题知识竞赛决赛在该

校报告厅精彩进行。 比赛中，

4

支教职工代表队队员积

极踊跃、 思路清晰， 用丰富的知识储备展开激烈角逐，

充分展现了“ 以赛促学、 以学促行、 比学赶超” 的浓厚

学习氛围。

自“ 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上线以来， 上饶中学一直

把推广使用“ 学习强国”平台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 努力营造常态化学

习氛围，着力提高平台利用率，全面提升全体教职工的学

习能力和水平。 该校出台了《 上饶中学“ 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考核办法》 ，对全体教职工和教研组制定具体的考核标

准，并定期开展“ 学习强国”平台学习情况检查。 每周对日

均积分在“ 上饶中学”组群排前三名的教职工通报表扬，

并给予一定的奖励。 精心组织“ 学习强国”挑战答题知识

竞赛，检验全体教职工学习效果及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充分调动了广大教职工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 如

今，上强国、学时政、看视频、晒积分、比学习，已成为广大

教职工学习的新风尚。

掀起学习热潮的同时， 该校也涌现了一批“ 学习达

人”。 上饶中学党总支副书记吴选录就是典型代表。

10

月

27

日，吴选录在“ 学习强国”挑战答题环节，一口气通关答

对

1630

道题目，历时

90

多分钟，成为名副其实的“ 高分

达人”。 自“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出以来，吴选录每天坚

持学习，阅读文章、看视频、每日答题、专项答题、挑战答

题，样样不落。 轻松地拿下通关纪录，除了苦练之外，也有

他自己的一套答题“ 秘诀”：“ 要注重知识积累，广泛涉猎

各类知识， 不断丰富完善知识覆盖面； 建立错题集很重

要，对错题要加强思考认真记牢，不断提升对每一道题掌

握的精准度。 ”在吴选录看来，只有坚持不懈，用心用功

学，才能不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

深秋的大地， 处处都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在万年县

陈营镇马家古塘村的田间，

一辆收割机正忙个不停，

71

岁的周理淼则忙着把稻谷装

袋。

有着

45

年党龄的周理

淼自豪地说：“ 我是第一个带

头在村里包田种粮的人，今

年是我承包粮田的第

23

个

年头了。 ”一开始，他承包了

村里那些临山的

52

亩荒田，

通过重新堆田埂、 引山水灌

溉等方式精心耕作。 功夫不

负有心人，那年秋季，稻田里

翻滚着金色的稻浪， 当年就

喜获

6000

余斤优质稻谷。

第二年， 他被全村一致

推荐担任古塘村村主任，在

任职期间， 除了带动全村包

田种粮，他还带领村民修路、

创收。村民邵元珠回忆道，原

本村里的路全都是黄泥巴

路， 不仅颠簸而且窄， 收粮

的车开不进来， 大家种粮的

积极性也不高。 周理淼当村

主任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带头把自家挨着路边的厨

房拆掉， 再动员全村人集资

凑钱一起修了一条宽敞的水

泥路。 “ 有了水泥路， 收粮

的车可以开进来了， 我们种

的粮食好卖了， 大家的日子

也有起色了。 ”

路修好了， 要怎样带领

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呢？ 周

理淼有自己的思考。 看着县

城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他

想着能把水引到村民家中就

好了。 有了想法，就去行动。

修好路的第二年，他用“ 土方

法”成功完成了“ 上山接水、

引水入户”的引流工程，让家

家户户都喝上了龙头一开、

水自来的山泉净水。 水不用

挑，养猪也不再是难事。通水

那年， 他带领全村发展养猪

业。“ 最兴旺的时候，每家能

出栏

20

多头三四百斤的猪，

收入能多出近两万元呢。”周

理淼笑着说。

卸任后， 周理淼退而不

休， 仍忙着搞生产找增收路

子。周理淼的儿子周学辉说，

他的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

这把年纪了 ， 还是一身的

劲。 除了种地， 他还在后山

种了

5

亩甘蔗。 这段时间，

正巧赶上甘蔗收获期， 可把

老两口忙坏了。 收割、压榨、

熬糖……每一个步骤都是他

们自己完成的。“ 周叔家的蔗

糖好， 这次我又帮我女儿买

了

20

斤。”村民邵元书说。据

了解， 在上月中旬举办的万

年扶贫助农展销会上， 周理

淼家的蔗糖颇受大众喜爱，

卖了近

200

斤， 还有不少年

轻的网络主播也看好他家的

产品。 （ 刘存文）

本报讯 张艺晗 记者程

慧报道 ：

11

月

8

日 ， 上饶

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35

万

人次， 提前

53

天圆满完成

旅客吞吐量全年生产任务目

标。

今年受疫情影响， 航班

大幅取消， 上饶机场迎难而

上 ， 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 大力引进航空运力， 加

密重点航线， 调整优化航线

结构， 积极拓展支线航班，

不断完善航空网络建设。 截

至目前， 上饶机场累计运营

航线

8

条， 通达

14

个城市。

西安、 北京两个城市实现直

航， 促使上饶机场

8-10

月

的月度吞吐量保持

30%-

50%

增长。

下一步， 上饶机场将继

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进一

步完善航线网络 ， 提升航

线运营质量 ， 着力完善上

饶至重点城市及经济发达

地区的空中通道 ， 全力推

进机场建设 ， 为上饶的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加

有力的保障。

上饶机场提前完成旅客吞吐量全年目标任务

今年

6

月 ，德

兴市李宅乡李宅村

以产业扶贫为主抓

手， 成立食用菌专

业种植合作社 ，总

投资

35

万元，种植

香菇

5

万袋， 带动

26

户贫困户增收。

图为合作社社员在

进行香菇培育。

罗晓萍 摄

日前，婺源县财政局、紫阳镇政府联合在脱贫攻坚示范村———王家墩村

举办消费扶贫暨农耕趣味运动会。

100

余人参加了拔河、滚铁环、踩高跷、独

轮车运粮等

11

个运动项目的竞技。 选手们不仅体验到比赛的乐趣，还品尝

到生态有机食品的美味。 朱晓东 王思晨 摄影报道

农

味

足

趣

味

多

本报讯 记者程慧报道：

11

月

13

日，全市造林绿化、

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防控、

湿地候鸟保护等林业重点工

作部署推进视频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 副市长俞健出席

并讲话。

俞健要求， 做好松材线

虫病防控工作， 各地要各负

其责打好阻击战， 确保春节

前彻底处置各自辖区内的疫

树；要联防联治打好保卫战，

坚决保住重点景区无疫情。

做好造林绿化工作， 要强化

任务意识， 坚决完成今冬明

春植树造林任务； 要强化质

量意识， 快速推进高产油茶

林发展和景区通道森林彩化

工作。做好森林防火工作，要

强化主体责任， 进一步完善

林业系统防火工作体系； 要

强化临战能力， 坚决有效落

实森林防火目标。 做好湿地

候鸟保护工作， 要做足宣传

舆论引导的软文章， 营造湿

地候鸟保护浓厚氛围； 要强

化打击违法犯罪的硬手段，

提高湿地候鸟保护执法震慑

力。

会议通报了全市造林绿

化、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防

控、湿地候鸟保护工作情况。

（上接第一版）

光学产业。 现已集聚

240

多家相关企

业，光学镜片年产量过

10

亿片，占到全国

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成为全国三大光学

产业基地之一。

1-9

月，光学产业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

39.5%

、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334.3%

。

汽车产业。 现已集聚爱驰、吉利、博能

等

5

个整车企业、

80

多家配套企业，全部达

产后年产能将超过

80

万辆。 爱驰汽车去年

实现量产并登陆欧洲市场， 成为国内五大

新势力造车企业之一， 今年已出口欧盟新

能源汽车

700

辆，全年计划过

3000

辆。 博

能商用车签订了

257

台客车海外订单。

10

月

27

日， 吉利新能源汽车已实现整车下

线，上饶成为吉利全球六大基地之一。

同时，我市严格落实《 江西省绿色制

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大力开展绿

色园区、绿色工厂示范工程建设，降低工

业能源消耗，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业绿

色发展水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

耗已提前

2

年完成“ 十三五” 期间下降

18%

的节能目标任务。

创新提升发展质量

立景科技是一家专门从事主流品牌

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镜头模组生产的

高科技企业， 带着投资

21

亿元的高端摄

像头芯片封装项目， 于

2019

年

5

月进驻

广丰电子信息双创园，项目当年即实现了

8

亿元产值。“

2020

年预计产值将达到

35

亿元”，该企业负责人易先军告诉记者。

高新技术企业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的重要基础，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我

市把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服务企

业、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力抓手，

出台了《 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 ， 提出

实施三大攻坚行动计划 ， 即创新驱动

“

2211

”工程五年“ 倍增计划”、科技投入三

年“ 追赶计划”、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年

“ 提质计划”，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量质提

升，工业平台承载能力不断加强。

目前，全市共有

13

个省级及以上工业

园区，其中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1

个、省

级经济开发区

2

个、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

6

个、省级工业园区

4

个；

2019

年，全市

净增高新技术企业

159

家、总数达

487

家，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总数达到

366

家。今年，

爱驰汽车有限公司成为全省唯一一家荣获

“ 江西省

2019

年度独角兽企业” 称号的企

业。这是我市继

2018

年晶科电力后获此殊

荣的第二家企业。

我市还鼓励支持骨干企业加大技术

改造升级， 努力在行业内提高竞争力、增

加话语权。

1-9

月，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

长

48.3%

，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到

29.5%

。

其中，投资

21.1

亿元的万年青水泥厂技改

项目一期近期将投产，明年

5

月全面完工

后， 将新增营业收入

10

亿元、 利税

9500

万元；投资

20.1

亿元的玉山南方水泥技改

项目明年

8

月投产后，将新增营业收入

16

亿元、利税

3.27

亿元。

在“ 两化”融合方面，我市创新搭建了

上饶市智能化综合服务平台（ 饶企云） ，着

力打通涉企信息数据交换共享通道。

2019

年， 全市省、 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达

98

家，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29.5%

、

22.2%

；今年

1-10

月，全市新增上云企业

580

家，企业上云总数达到

3080

家，深度

上云企业户数突破

1000

家。

重大工业项目不断落地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不断引入、工业园区不断转型升级

……我市工业经济实现了量的飞跃和质

的提升。

工 业 经 济 昂 首 阔 步 前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