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文逸报

道：

1

月

11

日上午， 上饶经开区召开

投资促进服务工作一体化启动大会。

会议要求，全体招商、安商干部要

认识再提升，充分认识投资促进服务

一体化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职责、

整合力量、优化环境；要工作再务实，

迅速谋划推进今年的招商安商工作，

做到招商工作要出彩，明确招商任务，

把握招商重点，继续创新招商方式，安

商工作优化，着力突出精准服务、项目

调度、 要素保障、 政策执行及中心工

作；要落实再跟进，切实把投资促进服

务工作一体化落到实处， 激发干劲抓

落实，理顺机制抓落实，强化督查考核

抓落实。

启动投资促进服务工作一体化

作为在上饶经开区建厂

15

年

的“ 老项目”，江西耐普矿机股份有

限公司此次为何投巨资建设项目？

2020

年，上饶经开区重点实施

了产业集群、产城融合、产融结合

和产教融合战略，全面推进滨江商

务中心和信江产业新城板块、马鞍

山板块、笔架山板块、龙凤湖板块

和老城区板块六大组团规划建设。

去年

3

月，推进老城区品质提升工

作正式启动。

这是一次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的腾笼换鸟。“ 我们在老城区有

2

个厂区，分别占地

51

亩和

151

亩，

这两个厂区都被列入了收储范

围。 ”程胜告诉记者，投资建设新厂

除了响应经开区老城区品质提升

工作，还有更重要的考量。“ 去年

2

月

12

日，在经开区的培育下，耐普

矿机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挂牌上

市了，我们将资本市场募集到的资

金在上饶经开区再投资，将两厂合

并， 在马鞍山板块投资建设新厂，

希望借企业上市的机会，对企业建

设品质、厂容厂貌、企业形象等方

面有进一步提升。 ”

为此， 耐普矿机聘请上海建

工、 苏州金螳螂设计公司对新厂

区进行景观、装修规划设计 ，打造

包括人才公寓 、 多功能报告区等

功能齐全的现代化 、 园林式办公

条件。“ 我们还借机对公司产品 、

技术、工艺、装备进行改造。 ”程胜

介绍，新厂区增加了智能化 、信息

化、现代化元素，让生产线先进性

在同行业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并

新增铸造项目，完善自身产业链 ，

保证项目设计 、 装备工艺水平也

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 ， 进一步提

升装备效益。“ 可以说 ，这是一个

集上市募集项目及产业化升级项

目、收储搬迁项目、新建铸造项目

为一体的综合性建设项目。 ”程胜

表示，该项目按高标准规划 、自动

化生产工艺布局 、 高水平产出建

设，力争打造行业龙头企业 ，争当

区域现代化示范企业 ， 提升上饶

经开区新材料产业集聚度 ， 促进

产业升级。 项目建成后，耐普矿机

将从单一橡胶材料生产丰富到金

属耐磨材料生产 ， 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5

至

8

亿元 ，年纳税

5000

万

元以上。

新年里，耐普矿机项目建设的

速度与激情仿若鼓点，正全力以赴

为奋进中的上饶经开区助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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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里的

速度与激情

1

月

11

日上午

9

时

30

分许， 耐普矿机总经

理程胜戴着安全帽来到工地巡视， 检查工程质

量、 协调进度。 “ 我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工期。”

随行的工程总负责人李喜介绍 ， 新厂区占地

276.5

亩 ， 包括

6

栋高

16

米的厂房 、

1

栋办公

楼、

1

栋人才公寓、

1

栋多功能报告区等， 总建

筑面积

10

万平方米左右。

开工即冲锋。 从去年

8

月

18

日进场至今 ，

该项目施工队大干快上、 抢晴战雨，

140

余名建

设工人基本没有停工过， 不分晴雨天， 不分节假

日。 李喜告诉记者， 为了拼抢工期， 该项目的施

工有规划、 有步骤， 统筹安排了钢筋工、 木工、

石工等

12

个工种交叉协调作业。 “ 一环扣着一

环， 就像流水线一样。” 在保证速度的同时， 耐

普矿机为着力保证工程质量， 每隔半个月便会聘

请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目前， 该项目

人才公寓楼已于不久前竣工，

2

号楼和

3

号楼主

体工程计划在春节前完工， 预计今年年底基本达

到办公条件。

耐普矿机项目建设提速的背后， 是上饶经开

区在要素保障 、 配套服务等方面下足了功夫 。

“ 最重要的就是资金及时拨付到位， 保障了工程

的及时开工。” 程胜介绍， 该项目总投资

4

亿元，

其中有

2.37

亿元为经开区老城区品质提升的收

储资金， 其余资金为该公司上市后在市场上募集

的资金。 “ 在签订老厂区收储合同的第二天， 第

一笔支付款项就及时拨付了。 目前， 收储资金已

拨付百分之七十。”

在项目建设中， 上饶经开区还瞄准项目建设

的需要， 破“ 难点”、 通“ 堵点”， 统筹调度各方

资源， 实现了项目需求与园区服务的无缝对接。

区主要领导多次组织召开现场协调会， 现场重点

解决了供电、 填土、 道路等问题； 在建项目五人

行提供“ 妈妈式” 服务， 让问题“ 不过夜”； 当

排水沟渠影响项目场地平整， 董团乡政府积极协

调找到了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经开区主动、

热情的倾心服务， 就不会有我们项目的建设速

度。” 程胜感慨道。

B

旧动能“退场”，新动能“登场”

激情

新年伊始， 沿着上铅

快速通道驱车行驶， 昔日

的山头旷野， 已被林立的

厂房与新修的道路所取

代， 去年开始规划建设的

马鞍山板块， 如今初具规

模。

记者在吴洲小镇对面

停下， 步入耐普矿机项目

施工现场， 建设的热潮扑

面 而 来———只 见 钢 梁 林

立， 数个单体厂房初现雏

形，百余名工人穿梭其中；

施工设备一派繁忙， 挖掘

机、打摆机、旋挖机轰鸣声

相互交织

,

半年前的低洼

山地转眼间竟成为了 “价

值洼地”。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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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重点产城融合

项目论证会召开

本报讯 王进泉 记者蔡文逸报

道：日前，上饶经开区

2021

年重点产

城融合项目论证会召开。

就如何进一步开拓思路， 会议强

调，各板块要充分整合一切资源，按照

既定的目标思路和各板块功能定位，

快速推进

2021

年的项目建设；要在抓

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做好规划设计方

案； 要将滨江商务区打造成上饶市百

里信江风光带的一颗璀璨明珠； 要做

好老城区的升级改造， 解决功能如何

完善、环境如何优化、品质如何提升的

问题， 将老城区板块打造成产城融合

的样板区； 要将马鞍山板块作为经开

区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来打造， 将其

作为今后

5

年工业项目承载的主战场

和工业板块的重中之重； 要做好项目

融资工作，推进项目又好又快完成；信

江产业新城要着眼为经开区未来可持

续发展打好基础， 将其尽最大可能融

入到“ 两规”融合里去，做好顶层设计，

争取实现与苏州工业园的战略合作开

发，要上一批基础性、民生性的项目，

服务好综合试验场这个重点项目；笔

架山板块要在推进现有项目的基础上

做好提前谋划和布局；龙凤湖板块要做

好调规工作，在现有规划的基础上再深

化城市设计工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会议要求， 各板块要把握好时间

节点，加快进度，体现出经开区干部的

工作能力和水平，体现出经开区速度；

要做好全面规划，强化目标意识、进度

意识，排好计划表，挂图作战；要精美

呈现每个细节，把握品质，着重建设好

城区“ 一环线”；要最大化利用土地，将

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发挥到

极致；考核办、总工办要做好对六大组

团项目建设推进情况的考核， 完善考

核方案， 严格按照责任状进行年终考

核；乡、办及各部门要围绕六大组团的

项目，统筹做好征地拆迁工作；要将各

板块打造成经开区两个经济发展目标

和“ 四城一谷”的产业发展目标的重要

助推器， 不断加强产业集群、 产城融

合、产融结合、产教融合四大战略，导

入优质行政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

和商业资源， 将上饶经开区打造成全

市第一、全省前列的优质园区。

致敬 ，警察节 ！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1

月

10

日，记者从上饶市公安局经

开区分局获悉，

2020

年，该分局以

“ 四个统筹 ”推进各项工作 ，为经

开区“ 五年决战

2000

亿 ，挺进全

国四十强”夯实平安稳定之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维护社

会稳定。 面对去年初突如其来的

疫情，全警闻令而动，全力以赴投

入到疫情防控工作中， 警民齐心

联防联控，警企协作共抓共管，助

力复工复产， 保障复学复课。 同

时，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

决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强

化反恐安防设施建设，深入开展了

矛盾纠纷的摸排化解， 确保了开发

区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全年纠纷警

情同比下降

16.8%

。

统筹推进扫黑除恶和社会治

安整治。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圆满

收官，获得中央督导组肯定；各类

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序推进 ，全

年各类警情均呈下降趋势； 打击

黄赌成效显著， 禁毒工作凯歌高

奏，在“

2020

赣鄱百日缉毒”专项

行动中位居全省开发区第一 ，兴

园派出所荣立集体二等功， 禁毒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获国家禁毒委

肯定。

2020

年公安工作满意度提

升，位居全市第二，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统筹推进抓基层打基础和社

会治理创新。 出台《 全面加强新时

代公安派出所工作三年规划》 ，同

步推进两所一室机制建设和硬件

保障，夯实基层工作根基；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持续开

展脱贫攻坚工作， 夯实群众工作

根基；自助研发“ 流动人口管理 ”

微信小程序，加强社区防控、流动

人口管理以及行业场所管理 ，推

进雪亮工程建设及智慧安防小区

建设，夯实防控体系根基；落实公

共安全监管责任，对重点人员、重

点物品、重点阵地实行动态管控，

坚决消除管理盲区， 夯实安全监

管根基。

统筹推进基层党建和廉洁公安

建设。 该分局坚持政治建警思想建

党，树立“ 六同”警营文化理念，推进

基层党组织“ 三化”建设，充分发挥

“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建阵地作

用，开展“ 警心向党、初心为民”实践

活动，凝聚队伍正能量；坚持严优并

重涵养警风，以“ 三项活动”为抓手，

从严管党治警， 严格执行“ 三个规

定”，签订“ 两个承诺书”，强化执法

规范化建设， 提高法治公安建设水

平。持续开展好警务标兵评选，推树

“ 党员先锋岗”，优化工会工作模式，

在符合政策前提下为民警谋福利，

涵养警营风清气正、 导向鲜明的政

治生态， 队伍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个部门荣立集体二等功，

3

个部门

荣立集体三等功， 荣立个人三等功

9

人次，荣获个人嘉奖

9

人次。

升起警旗、奏响警歌、重温入警誓词，

1

月

10

日，上饶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举办 “以我担当换您平安———致敬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主

题活动。 原创视频《你好，

110

》拉开了活动序幕，《一切为人民》、《忠诚警

魂》、《

2020

向上的力量》等表演将活动推向了高潮。 活动现场，还为分局

第十五期警务标兵、首届“十大拥警模范”、首届“十大内部治安保卫先进

单位”颁奖。 王霖 记者 蔡文逸 摄影报道

“四个统筹”助力平安经开建设

全年纠纷警情同比下降 16.8%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