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上饶国际细胞谷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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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级智慧监管服务体系

什么是智慧工地？ “ 比如要‘ 刷脸’ 进

出建筑工地 ， 后台可以实时监测噪声扬尘

……” 据上饶经开区建设交通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 智慧工地是围绕施工过程管理， 以高

度的信息化为基础 ， 支持对人和物全面感

知、 施工技术全面智能、 工作互通互联、 信

息协同共享 、 决策科学分析 、 风险智慧预

控， 覆盖主管部门、 企业、 施工现场多方联

动的可视化工程项目监管信息系统。 “ 这样

就可以把采集到的项目备案信息、 主体信用

信息、 进度控制信息、 质量检测信息、 扬尘

监测信息、 起重机械监测信息、 实名制考勤

信息、 视频监控信息、 质量安全监管信息等

在同一平台实现实时预警 、 任务发布及处

置， 后期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决

策支持。”

据了解， 上饶经开区开展智慧工地建设

工作旨在在工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推广应用

信息化管理和物联网智能技术及相应设备，

创新推进“ 市场

+

现场” 两场联动新方式，

以“ 智慧

+

互联

+

协同” 的现代管理理念， 利

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 构建覆盖“ 主

管部门、 企业、 项目” 三级智慧监管服务体

系， 全面提升监管服务效能和企业生产力、

核心竞争力， 全面提高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

水平， 进一步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

“ 我们将建立统一的智慧工地标

准 ， 强化智慧安监应用 ， 确定各发

展阶段重点任务 ， 逐步全面实施 ，

不求一蹴而就 。” 据介绍 ， 当前智慧

工地技术应用重点集中在起重机械

设备管理 、 高支模 、 深基坑等危险

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监测预警 ，

以及现场安全隐患排查 、 高处作业

防护预警 、 人员信息动态管理 、 扬

尘监测管控等五个方面和统一集成

平台 。 该区将逐步把智慧工地技术

应用重点向提高施工组织策划 、 强

化质量管控 、 提高项目精益管理 、

优化现场资源配置 、 增强生产综合

管控能力等方面延伸拓展。

同时 ， 该区将加快系统互联互

通， 推进智慧工地建设中人员动态信

息管理数据与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

理服务平台的对接， 实现现场劳务队

伍和工人在作业过程中涉及质量、 安

全行为的违规违纪奖惩信息以及职业

技能、 学习能力、 履约能力等信息的

大数据共享， 方便施工企业在用工前

可在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服务平

台上查询了解合作劳务单位队伍和工

人的信用信息 ， 提前排除用工隐患 ，

降低质量安全事故发生概率， 逐步实

现质量 、 安全 、 扬尘防治 、 工程进

度、 人员管理、 数据统计分析、 政府

监管及协同执法等八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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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一批智慧工地示范片区

“ 目前整体规划采用 ‘ 从上到下 ’

的方式， 综合考虑项目层、 企业层、 监

管层业务需求 ， 搭建集成化的协同平

台。”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区将在综

合条件较好的区域 （ 如国有投资项目）

或大型规模施工企业先行先试， 有序推

动智慧工地发展。 “ 最直接的目的就是

服务于施工现场的质量、 安全、 成本、

工期四大指标控制的需要， 我们鼓励企

业自建、 购买技术服务、 租赁服务等多

种建设模式， 激发市场活力， 建立可持

续发展机制。”

记者了解到， 该区将在建筑面积在

3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新建、 改建、 扩

建房屋建筑工程， 建筑面积在

3000

平

方米及以上且工程形象进度在

60%

以

下的在建房屋建筑工程 ， 工程造价

3000

万元及以上的新建、 改建、 扩建

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造价

3000

万

元及以上且工程形象进度在

60%

以下

的在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新建、 在建

的所有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等工业项目

及其他项目中逐步推行智慧工地建设。

并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 在全区范围

推进一批智慧工地项目建设外， 建成一

批特色鲜明智慧工地示范片区， 并实现

数据互联互通， 与政府监管平台数据对

接全覆盖， 以达到示范引领作用由点到

面进一步聚力提升的作用 ， 预计到

2021

年全区所有政府投资规模以上新

建工程及房地产开发项目将实现智慧工

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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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标准分阶段逐步实施

上饶经开区开展智慧工地建设———

让工地变

“聪明”

看得到违章、听得到噪声、闻得

到粉尘……日前，记者从上饶经开

区获悉，为提升建设施工现场精细

化管理水平，该区启动智慧工地建

设，让工地长出“眼睛”“耳朵”和“鼻

子”，变得耳聪目明。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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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2020

江西名牌产品发布会在南昌

举行，会上发布了

2020

江西名牌产品生产企

业，并进行了名牌授牌仪式。 经企业申请、资

格审查、专家评审、市场测评、征求意见、会议

审议及社会公示等程序， 博能集团旗下上饶

客车、 上饶线材和安驰科技生产的主力产品

均斩获了“江西名牌产品”。

本报记者 蔡文逸

博能旗下三品牌上榜

2020 年江西名牌产品名单公布

一个成熟品牌的打造，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多年来，博能集

团把做大做强工业板块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将人才、资金和技术

等资源优先向工业板块倾斜，夯实了做大做强工业板块的基础。

上饶客车公司和上饶线材公司都是始建于

1969

年的传统工

业企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被评为江西省名牌产品，企业历经

几度沉浮和改制重组，在江西博能实业集团的支持下，上饶客车和

上饶线材这两个传统品牌终于重焕光彩。

上饶客车通过大力实施名牌战略，不断创新技术、优化服务、

提升品质，加大对先进设备的应用和工装模具的投入，使生产效率

和产品质量同步提高，有效提升了品牌影响力。尤其在汽车行业重

新洗牌、市场竞争更为激烈的大背景下，获得传统商用车和新能源

商用车整车“ 双资质”，提升了企业品牌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了市

场的拓展与细分。 今年以来，上饶客车不仅打开了海外市场，还进

一步拓展了国内校车市场、 专用车市场和新能源公交车市场的覆

盖率，年底还续签了

150

辆新能源公交车订单，为明年开门红奠定

了基础。

线材公司从产品质量的源头抓起， 从原材料的采购到生产工

艺的制定，都建立了严密的管控程序，每批产品都做到了可追溯、

可查询。通过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将性能检测靠前的管理方法，

使产品质量、性能、档次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朝着产品质量“ 零缺

陷”的目标迈进。 主力产品“ 方圆”品牌连续多年荣获“ 江西省著名

商标”“ 中国电磁线行业十大品牌企业”，

2016

年荣获苏浙皖赣沪

名牌产品，

2017

年获得了“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荣誉。

安驰科技是博能集团为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产业， 引进的一

家与上饶客车配套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生产企业。 成立于

2016

年

5

月的安驰科技，于

2017

年

4

月试产，

2017

年

9

月开始大批量

供货，短短

8

个月的时间实现了从建厂到量产。此后安驰科技驶入

发展“ 快车道”———

2018

年， 成为一线车企长安汽车的电池供应

商；

2019

年，收获一汽、东风订单，销售业绩再次翻番。 如今，该公

司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已达到国内前三名， 去年市场占

有率为国内第六，年装机量同比增长

157%

。 今年，安驰科技凭借

着科研创新实力和优越的产品性能，实现逆势增长，昂首步入行业

十强。

据悉，“ 江西名牌产品”，是指在江西境内生产、质量水平、市场

占有率、用户满意度和知名度居本省同类产品前列的产品。其认定

程序按照《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质量兴省战略的意见》 、《 江西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名牌产品认定和保护办法的通

知》精神，依据《 江西名牌产品评价通则》 ，以市场、质量、效益、发展

和社会责任评价为主要指标进行， 并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

技术的产品适当倾斜，每年认定一次，品牌有效期为三年。

汉氏联合亮相文博会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12

月

4

日到

7

日，第四届上饶

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在上饶文

博园举行。 作为上饶经开区骨

干企业， 江西汉氏联合干细胞

科技有限公司精彩亮相本次展

会， 着重展示了上饶国际细胞

谷的干细胞存储应用和产品、

医疗旅游、医美护肤等项目，吸

引了大批客商、市民了解体验。

“ 很感谢文博会提供这样

好的展示平台， 我们此次展出

了干细胞存储、 应用、 产品，

IMCELL

医美护肤等一系列高

科技产品， 希望这些产品能为

大家的健康生活理念带来前所

未有的改变。”江西汉氏联合干

细胞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韩之雷告诉记者。

据悉， 作为国家认定的高

新技术企业， 江西汉氏联合干

细胞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上饶

国际细胞谷是一个集干细胞生

产基地、医疗服务中心、科研中

心和养老养生为一体的综合体

项目。 项目全部建成运营后将

填补江西省干细胞再生医学领

域发展的空白， 成为我市绿色

崛起的一张新名片， 并为我市

形成高端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奠

定良好基础。

另悉， 汉氏联合健康科技

园于今年正式获批为 “ 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该景区以

“ 汉氏·细胞谷———生命之旅”

为主题 ，围绕“ 健康

+

旅游 ”将

打造成为独具一格的国际医疗

旅游先行区示范基地。 除此之

外，景区内包含

20

万人份的干

细胞库已投入运营， 综合门诊

部、第三方医学检验中心、高端

体检中心均已正式营业。

本报讯 王进泉 记者蔡文

逸报道 ：

12

月

4

日 ， 上饶经

开区召开城市规划初步方案研

讨会。

会议指出， 要综合考虑各

方面因素， 精心谋划， 提高设

计的深度和精细度； 要完善道

路沿线设施， 提高城市管理的

精细、 精美程度； 要充分利用

零碎土地， 打造特色街景、 街

头公园， 点缀城市生活； 要高

标准做好城市设计方案， 体现

出智慧、 新基建元素。 同时，

要提升改造城市门户， 建设好

每一个通往经开区的入口， 提

升城市整体形象， 每个板块都

要有便利的配套设施， 通过整

体谋划功能项目的布局， 提升

城市品位。

会上 ， 与会人员听取了

《 上饶经开区老城区城市设计

方案》 《 上饶经开区马鞍山板

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 含城市设

计） 方案》 《 上饶经开区龙凤

湖科教产业园发展总体规划

（ 含城市设计） 方案》 等设计

方案汇报， 并针对方案提出了

进一步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上饶经开区研讨

城市规划初步方案

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 树立宪法权

威，

12

月

4

日， 上饶经开区总工会走进

凤凰光学、 捷泰新能源、 晶科能源等企业

开展宪法进企业主题宣传活动， 为企业送

上 “法律大餐”。 活动现场， 该区 “三师

一室” 团队结合企业员工日常遇到的法律

问题， 详细讲解了法制知识， 并发放 《宪

法》 《民法典》 《心理自助》 等相关法律

书籍。

记者 蔡文逸 摄

进

送宪法

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