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为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

动， 大力弘扬宪法精神 ， 不断

增强全民宪法意识 ， 日前 ， 上

饶经开区政法委 、 兴园街道办

通过开展法律知识讲解 、 悬挂

横幅 、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营

造学习宣传宪法浓厚氛围， 扩大

宪法宣传面。

在黄源广场， 区政法委与兴

园街道办和黄源小学开展了以

“ 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 遵守宪

法、 维护宪法、 运用宪法” 为主

题的宪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 区

政法委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 为学生授课等方

式向群众宣传宪法、 铁路护路、

人民调解及未成年人自我保护等

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

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 ， 进一步普及宪法知

识，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

威， 让宪法精神走进广大群众心

坎里。

一条近

1300

米依势而设的游步道盘

旋在山体、 环湖与水面上， 记者近日来到

北斗公园项目施工现场， 只见整座公园已

初现雏形， 绿树成荫、 山水环绕， 着实令

人向往。 “ 全面复工复产后， 为把工期抢

回来、 把进度赶上去， 我们及时扩大施工

队伍， 调整序时进度， 目前正在进行各类

防护设施安装、 苗木养护、 亮化工程等，

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建成。” 该项目负责人

介绍道。

据悉， 北斗公园是上饶经开区产城融

合项目之一， 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建设，

总面积达

210

亩， 其中山体

45

亩、 湖面

65

亩， 是一座依托现有山水， 依势而建

的特色生态公园。 该公园在完整保留了原

有山体、 水系与植被的基础上， 科学设计

融入了休闲广场 、 观景台 、 游步道等建

筑， 使得整体更为人性化。 建成后不但提

升了城市功能品质 ， 还新增户外休闲场

地， 大大提高区内企业员工及周边市民幸

福指数。

此外， 公园内保留的原有山体为白鹭

栖息地， 每年

4

至

6

月， 会有大量白鹭迁

徙至此繁衍栖息， 人在景中游、 鸟在园中

栖， 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

画卷。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地

处上饶经开区滨江商务中心的创

新大道，可以说是未来滨江商务中

心的“ 交通大动脉”，近日，记者来

到了创新大道探访这里的建设情

况。

在创新大道，记者看到道路的

路面已基本完工， 道路整洁美观。

现场管理人员许杰介绍：“ 项目是

去年

11

月份开始建设的， 全长约

1087

米，宽

36

米，双向

6

车道，地

下有完整的给排水管线及电力通

信等附属设施。目前道路及地下管

网已完成，正在绿化施工，下一步

道路将进行景观施工、路灯安装。”

“ 我们聘请专门设计团队，采

购香樟 、紫薇 、红叶石楠球等 ，将

道路绿化景观进行

360

度立体式

打造，力求做到精美呈现。在疫情

结束后，员工已全员返岗，按照原

定计划施工，确保按时完成，为经

开区‘ 奋战四十天 、夺取全年胜 ’

贡献应有的力量。”上饶滨城投资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强说。据悉，

创新大道将连接创投大厦、城市广

场、文体馆、金融中心、医院、生活

小区等多个产城融合重点项目，为

经开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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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斗 公 园 项 目

210

亩

总面积

今年年底

预计

基本建成

依托原有资源 打造生态园林

看北斗公园初现雏形

明年五一可环湖赏鹭

干细胞健康科技产业园主体完工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近

日， 记者来到位于上饶经开区滨江

商务中心的干细胞健康科技产业

园， 只见产业园内的

12

栋主体建

筑已经基本完工， 曲面造型尤为独

特。

据了解， 干细胞健康科技产业

园总建筑面积约

17.8

万平方米 ，

其中地上面积约

12.5

万平方米 ，

整体建筑风格以弧线和圆形为主，

处处呈现出一派现代科技感。 “ 自

全面复工复产以来， 我们迅速组织

人员赶进度， 抢工期， 现在建设进

度不仅没有落后 ， 还略微提前 。”

该项目负责人方建华介绍， 目前施

工现场有

390

余名工人， 每天施工

前都会进行消杀， 严格按照防疫标

准施工。 “ 一期和二期

2

号楼的建

筑主体已经完成， 正在进行外立面

施工， 绿化等配套工程预计明年

1

月份进场施工。”

记者了解到， 干细胞健康科技

产业园是上饶经开区产城融合重点

项目之一 ， 以细胞谷中心研发大

楼、 产业孵化楼及相关配套设施为

主， 将聚集医疗、 办公、 企业服务

等功能， 为该区打造品质一流的营

商环境提供硬件保障。

冲刺全年目标

上饶中材机械全面复工复产

本报讯 王进泉 记者蔡文逸

报道 ：“ 我们正全力冲刺全年目

标， 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今年生

产任务。 ”日前，记者在位于上饶

经开区的上饶中材机械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杨自成说道。

自上饶经开区全面复工复产

以来，在挂点干部的帮扶下，上饶

中材机械有限公司全员到岗，铆

足干劲， 向全年目标冲刺。 据了

解，该公司现有员工

182

人，是一

家水泥熟料输送设备的专业制造

厂，原材料主要来自山东、南昌、

杭州等地， 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到

85%

以上，并通过上海港、

京唐港等港口出口到全球

40

多

个国家。

疫情期间， 上饶中材向挂点

帮扶干部反映困难后， 挂点帮扶

干部及时和经开区职能部门对

接，帮助企业协调解决物流困难，

保障企业货物运输的通畅。 在疫

情防控方面， 上饶经开区挂点帮

扶干部对企业在封闭式管理、消

杀、健康监测等方面进行指导，并

带去慰问防疫物资。 全面复工复

产以来， 该公司实现物流完全畅

通，管理人员全部到位，员工全部

在岗，员工工作热情高涨，生产产

能全面提升。同时，区挂点帮扶干

部及时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宣

传税收优惠等政策。

本报讯 姚美琴 记者蔡文逸

报道： 近日， 记者从上饶经开区

获悉， 在该区的积极帮扶下， 不

断凭借品牌建设和激发内生动

力， 上饶市德淋科技有限公司冲

破疫情种种困难已全面复工复

产， 订单不断， 以产品研发、 独

家供应优势抢占市场， 预计月产

量从

5000

台增加至

6500

台， 可

实现月产能涨幅

10%

以上。

据了解 ， 德淋科技成立于

2016

年， 专注于研发生产汽车、

工程车配套发动机线束、 仪表、

照明 、 空调机组等整车线束产

品， 有员工

230

名。 疫情期间，

除去配合管委会做防疫工作的管

理人员后， 将仅剩的三分之一员

工重新调配至各个岗位上， 在厂

区内继续进行封闭管理生产， 由

于新岗位存在工序适应期与过渡

期， 导致疫情管控的

20

多天产

量减半 。 尽管疫情导致人员减

少 、 原材料和成品进出效率降

低， 但是德淋科技凭借着与客户

共同研发产品， 保持独家供应的

优势。 同时还通过与客户及时沟

通和采取系列有效措施赢得了他

们的理解与支持， 订单非但没因

疫情影响下降， 反而呈逆势上扬

良好发展态势。

全面复工复产后的第一时

间， 德淋科技迅速优化调整生产

设备与人员配置， 同时合理增加

工时， 从近一周的产量计算， 较

之前有

10%

的涨幅。 “ 有经开区

的暖心帮扶， 有全公司上下一心

的团结干劲 ， 完成年初计划的

4500

万生产销售目标完全没有

问题， 并且还有望提升。” 该公

司总经理王影信心满怀。

强势回暖 抢占市场

德淋科技预计月产能增长 10%

爱驰汽车深耕南欧市场

正式登陆西班牙、葡萄牙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日前， 记者从爱驰汽车获悉， 该

公司已正式登陆欧盟成员国西班

牙和葡萄牙， 从

2022

年第一季

度开始， 当地消费者即可在线或

从展厅购买纯 电 动

SUV

爱 驰

U5

。 至此 ， 爱驰汽车已登陆欧

洲

9

国 ， 实现南欧 、 北欧 、 西

欧、 中欧以及

EFTA

（ 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 国家市场的重点覆

盖。 作为首家大批量出口欧盟的

中国造车新势力， 爱驰汽车正加

速其中国新能源全球化先行者向

引领者迈进的步伐。

“ 我们很高兴将西班牙和葡

萄牙添加到我们的市场列表中，

因为爱驰在欧洲的快速成长， 我

们选择了与同样在欧洲处于市场

领先地位的分销商

Astara

合作 。

通过与每个市场中具有前瞻性的

合作伙伴携手， 我们正在欧洲建

立相当强大的影响力。 我们完全

有能力为不断增长的用户群带来

经济实惠且高质量的绿色交通工

具。 爱驰也将抓住机会利用先发

优势进一步壮大， 不仅将业务扩

张至更多国家， 更要推陈出新。

爱驰汽车从明年的纯电动智能轿

跑

SUV

爱驰

U6

开始 ， 将每年

推出一款新车型。” 爱驰汽车分

管海外业务的执行副总裁柯力世

博士表示。

记者了解 到 ， 与 爱 驰

U5

同作为

U

系家族产品 ， 旗下第

二款纯电动智能轿跑

SUV

爱驰

U6

紧跟

U5

的步伐 ， 计划将于

2022

年在欧洲重磅上市 ， 两款

纯电动车型在实现零排放 、 超

长续航和宽适驾乘方面具有领

先优势 。 此次进入西班牙和葡

萄牙市场 ， 爱驰汽车将为当地

用户带来全新的绿色智慧出行

生活方式 ， 进一步助力欧盟电

动化转型 。 未来 ， 爱驰计划每

年在欧洲发布一款新车型 ， 通

过差异化的产品组合 ， 引领全

球绿色低碳出行方式 ， 在世界

范围内助力双碳目标的落地。

创新大道即将竣工

开展“宪法宣传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