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署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文逸报道： 近日，

上饶经开区召开全区村 （ 社区）“ 两委 ”换

届选举工作领导小组会，村（ 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及乡 （ 办）相

关负责人参加。

会议研究审议了部分候选人初步人选联

审事宜；听取了全区村（ 社区）党组织候选人

初步人选考察情况，并原则通过形成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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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开发区组团建设推进到哪里， 水电

气建设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 该区强化水电

气等基础要素保障，并组建劳安总局，统筹解

决企业用工、 培训以及员工相关保障问题。

同时，强化用地保障，一方面加大土地收储，

明确由

1

个指挥部统领，

7

个工作组协调，

21

个收储小组推进，收储低效用地、盘活存量土

地、清理僵尸企业、破解环境治理、保障安全

生产、促进产城融合，全年收储土地

32

宗，收

储面积

2000

亩。 另一方面落实土地“ 征拆安

调报平”一体化攻坚行动，着力解决用地供给

保障问题。

此外，该区还强化资金保障，除了在预算

内做大财力，把财政的“ 盘子”做大以外，积极

做好土地文章，把土地盘活。并做大做强平台

公司，做高等级、做大资产、做大营收、做大现

金流、做大利润，以便于更好地去融资；积极

落实好“ 映山红”行动等相关政策，落实“ 两减

免三减半”政策。同时，强化平台保障，按照产

业规划布局，建设一批功能性平台，让产业相

对扎堆聚集，建好标准厂房，公共实验室等平

台，让企业拎包入住。

去年，该区提出“ 条块交融、统

筹调度、合力推进”的管理理念，每

名班子成员在原来分管一条线、一

个领域的基础上，再分管一个区域、

负责一个以上的组团、 管理一个公

司、推进一批项目、挂点一个以上龙

头企业、参与一份中心工作，打造齐

抓共管、协同推进的新型管理体制。

同时，推进现场调度机制，每月召开

一次重点项目现场推进“ 会诊会”，

由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亲自

带队，班子成员和二调以上领导，以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把办公地

点从会议室转到了项目建设第一

线。 由分管领导和挂点项目部门负

责人提出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问题，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

场解决的明确时间节点， 分管领导

和部门负责人当场表态， 事后督查

跟进，直到问题解决。

同时， 在原有“ 在建项目五人

行”“ 百名干部联百企”的基础上，要

求每名挂点企业干部每月至少走访

一次挂点企业，“ 五人行” 小组至少

每

10

天到项目现场调度一次，及时

将难度大的问题反馈至企业服务总

局， 由企业服务总局呈送至分管领

导，共同协商解决。 对龙头企业、重

大项目生产建设中发现的难题，区

班子成员采取现场会或碰头会的形

式，不定期召开专题调度会，逐个梳

理分析、研究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

该区还组建了投资促进服务总局，

由原招商局和企业服务总局整合而

成，组织架构为“

6+2+3+5

”模式，即

下设汽车、光伏、光学、北斗、生物医

药、基础产业

6

个投资促进服务局，

建立项目引进建设信息一体化、产

业促进一体化、 政策服务一体化工

作机制，为项目“ 全生命周期”提供

“

410

” 式服务， 即为企业提供标准

化 、专业化 、信息化 、个性化的“ 四

化”服务以及“ 妈妈式”服务，对企业

零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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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家企业获评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日前， 记者

从上饶经开区市管分局获悉 ， 该辖区范

围内的上饶市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 江西

展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江西恒久链

传动有限公司 、 上饶市金日市政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 江西省上源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等

5

家企业获评江西省

2019

年度

“ 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 ， 江西扬帆实业有

限公司 、 上饶市新龙生光学有限公司 、

上饶市亚星光电仪器有限公司等

3

家企

业获评上饶市

2019

年度 “ 守合同重信

用” 企业。

近年来， 上饶经开区市管分局在企业

自愿申请的基础上， 认真审查被推荐企业

的资质， 对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的合同签

订、 履行、 管理情况进行调查核实， 积极

推进“ 守重” 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 守合

同重信用” 企业公示， 是政府部门为了弘

扬企业诚信守约经营，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

社会信誉和综合竞争力， 对企业信用的一

种综合评价活动， 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动工到第一条

生产线投产， 晶科再

倍增项目用了

93

天；

从签约、 建成到出产

品， 可控计算机项目

仅用时

30

天……在

上饶经开区， 重大项

目 建 设 的 “经 开 速

度 ” 一次次被刷新 。

如何有力有序有效地

推进纳入全区重点调

度的

65

个重大项目？

去年以来， 上饶经开

区围绕项目 “全生命

周期 ” 下足了功夫 ，

做足了文章。

2020

年是上饶经开区提出“ 五年决

战两千亿、挺进全国四十强”经济发展目

标的起始年，也是全面对标省、市要求，

深入落实“ 重大项目攻坚行动” 的第一

年。 纳入全区重点调度的重大项目有

65

个，其中产业类项目

16

个，产城融合类

项目

49

个。为抓好项目的谋划、引进、落

地以及建设、服务等环节，上饶经开区全

力提速“ 全生命周期”服务。

该区根据招商、经发、城建等相关部

门实际情况， 提前梳理好当年的续建项

目、在建项目清单，明确项目建设内容及

规模、项目总投资额、工程总投资额、计

划投资额、计划工期、资金来源、融资负

责人、征迁服务单位等，并列出倒排计划

表。项目清单还要经第一次项目调度会、

第二次项目论证会、 第三次党政联席会

等三次会议讨论确定。 据了解，

2020

年，

上饶经开区围绕“ 一个中心、五大板块”

谋划项目

100

多个， 总投资

1046

亿元，

其中产业类项目

42

个、功能配套类项目

46

个、产城融合类项目

61

个。

核心导读

记者了解到，该区在原招商局“ 一局

五办”的基础上，成立招商集团，将整体

产业发展布局、土地开发利用、基础设施

建设、 投融资主体和招商项目承接等资

源力量集中整合，用市场化思维、模式、

订单推进招商工作。每一个主导产业，都

有一个完整的产业规划作为顶层设计，

有一个专门的产业办来推进， 有一个专

业的招商运营服务公司来落实， 有至少

一个以上的平台（ 独立供地、产业园等）

作为承接地， 有一套强有力的政策提供

全方位支持，有一支专门的产业基金，有

一套清晰的倒计时推进计划表。

去年以来 ， 该区先后引进了世界

500

强、 央企中电集团旗下彩虹集团投

资

106

亿元的超薄高透光伏玻璃项目，

海优威

25GW

光伏

POE

和

EVA

胶膜项

目，同方年产

20

万台计算机项目，优气

库能源北斗应用类项目等，填补了光伏、

信创、北斗产业链条的空白。

扎实谋划一批项目

A

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上饶经开区

“全生命周期”服务

加速项目建设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交通安全意识，做好辖区道路“减量控大”工作，预防和减

少道路交通事故，近日，上饶交警直属经开区大队民警走进董团乡大地村集市开

展“平安春运、交警同行”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为春运交通安全保驾护航。 此次活

动发放各类宣传单

160

余份、张贴春运交通安全宣传海报

9

张、悬挂横幅

6

条，

营造了浓厚的交通安全宣传氛围，促进文明交通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记者 蔡文逸 摄

开展春运交通安全宣传

集中整合一批力量

B

以服务招商为根本

全面强化一批保障

C

以快速落地为目标

创新完善一批机制

D

以常态化服务为抓手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图为正在加紧建设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学校项目。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2

月

1

日 ，

记者从上饶经开区获悉， 为有效应对今年

冬春季疫情防控形势， 切实减少人员流动，

降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促进全区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该区积极支持企业做好

2021

年春节期间稳产稳岗工作， 发放暖心

政策“ 礼包”。

在支持工业企业不停产方面， 对在上

饶经开区注册 、 纳税 、 入统的工业企业 ，

该区以企业为单位， 对春节期间加班生产

的留饶外来务工人员及本地员工给予每人

每天

50

元的稳岗补贴； 对留饶外来务工人

员给予每人每天

50

元的消费券。 补贴时间

段为

2021

年

2

月

11

日

-2

月

17

日， 补贴

人员认定以原始工资发放表、 扫健康码记

录为准。

在支持重点项目不停工方面， 对纳入

区重点调度的工程项目， 该区以各板块项

目为单位， 对春节期间加班建设的留饶外

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员工给予每人每天

50

元

的稳岗补贴； 对留饶外来务工人员给予每

人每天

50

元的消费券 。 补贴时间段为

2021

年

2

月

11

日

-2

月

17

日， 补贴人员认

定以项目实名制认证 、 原始工资发放表 、

扫健康码记录为准。

在支持便民服务不停业方面， 对老城

区板块 （ 含前山安置小区） 春节期间正常

营业的餐饮 、 商超 、 零售 （ 含医药） 、 足

浴、

KTV

、 医院体检中心， 该区在严格执

行防疫要求措施后允许享受消费券使用资

格。

在积极开展暖心活动方面， 区总工会

春节前购买口罩、 免洗洗手液送给上述企

业 （ 项目） 留饶外来务工人员、 加班人员

和服务业员工。 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 倡导企业落实职工节日福利 ，

让留饶过年员工感受家的温暖， 鼓励企业

组织好留饶员工开展系列暖心活动。

发放暖心政策“礼包”

鼓励外地员工留下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