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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8

月

26

日晚、

27

日晚， 市

委书记陈云主持召开市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听取当前中

心城区突发疫情情况汇报， 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 部署

下步疫情防控工作。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人民至上、 生

命至上， 坚持“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总策略和“ 动态清

零” 总方针不动摇， 坚持“ 快字当头、 以快制快”， 争取

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防控效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市委副书记 、 市长邱向军出席并讲话 ； 市领导郭素

芳、 俞健等出席。

会上， 各工作专班、 信州区、 广信区、 上饶经开区、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负责同志汇报了相关工作进展。

在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后， 陈云指出， 全市上下要清

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 复杂性和艰巨性， 提

高政治站位，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坚决克服麻痹思

想、 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 以更加坚定的政治

自觉、 更加强烈的责任担当、 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 全力

以赴打好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陈云强调，

———要坚决阻断传播链， 按照“ 打早打小” 的原则，

坚持“ 快筛、 宽判、 快隔、 严管”， 推动核酸筛查、 流调

溯源、 隔离管控等重点工作全链条无缝衔接， 切实做到防

外溢、 防扩散。

———要坚决控住风险点， 紧盯重点区域、 重点人群，

以更严格措施深挖细排， 切实把疫情风险一个不漏地查

准、 找全、 控到位， 牢牢掌握疫情防控主动权。

———要坚决保障必需品， 切实把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

置， 科学有序做好生活物资采购供应、 储备调配， 畅通配

送渠道， 全力保障各类必需品供应。

———要坚决做到抓统筹， 坚决贯彻落实省委“ 拼搏三

季度、 奠定全年胜” 的决策部署， 以更加奋发的状态、 更

加有为的行动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推动防疫情和稳经济同

频共振、 同向发力、 同步落实。

邱向军要求，要深刻认识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毫不

动摇坚持“ 动态清零”总方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从快从速打好这场突发疫情防控阻击战、攻坚战。 要争分夺秒

流调溯源，坚决果断管控风险，以最快速度找到强关系人、高风

险点，在最短时间内将所有密接、次密接等风险人员排查管控

到位。要充分发挥网格化作用，安排足够力量下沉基层社区，严

格落实分类静态管理措施，做到真静态、真闭环，彻底阻断疫情

传播扩散。 要做实做细管控区域民生保障，特别要做好特殊重

点人群人性化服务。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力以赴保供应链稳定、保产业链安全，争分夺秒拼经济稳增长，

努力实现“ 拼搏三季度、奠定全年胜” 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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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8

月

27

日上午， 在收听收看全

省抗旱救灾会商调度会之后， 我市立即召开全市抗旱救灾

会商调度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邱向军出席并讲话，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饶清华主持，市政府秘书长毛祖宾出席。

会议强调，认识上务必要清醒警醒，清醒认识当前旱情

的严峻性、持久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尽可能把困难

问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准备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努力

把旱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措施上务必要有力有

效，情况摸排要“ 清”，实时调度掌握旱情、灾情发展情况，动

态监测湖库蓄水量、用水需求量、应急水源储备量；统筹调

配要“ 优”，科学制定供水计划，建立联合调度机制，实行统

一供水、规范用水；重点保障要“ 实”，把饮水安全作为头等

大事来抓，并全力以赴保障农业生产、粮食生产；救灾补损

要“ 快”，抓紧组织改种补种和抗旱秋播，做好农业政策性保

险理赔工作；风险防范要“ 严”，严防高温天气下的各类风险

隐患。 保障上务必要到点到位，加快建设水利工程，打通农

田灌溉“ 最后一厘米”；加快完善综合保障，持续加大抗旱资

金投入，加强抗旱设备的增储和维护，确保需要时拉得出、

用得上、 能发挥作用； 加快提升应急能力， 加强对抗旱预

案的动态管理， 增强预案的针对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责任上务必要压紧压实， 各县 （ 市 、 区） 要坚持守土有

责、 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 抓好本地区防旱减灾工作； 市

应急、 水利、 气象、 水文、 农业农村、 乡村振兴等部门要

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强化统筹协调、 联合会商， 齐心协

力打好打赢抗旱救灾这场硬仗； 要强化工作纪律， 确保工

作落实、 责任落地、 措施见效。

最后，会议还就疫情防控、森林防火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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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6

日下午，市长邱向军主

持召开第

19

次市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

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各地各

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按照“ 稳住、进好、调优”的经济工

作思路，持续保持强攻之势，全力以赴稳住

经济大盘，坚定不移加快绿色发展，持之以

恒办好民生实事，抓紧抓实抗旱减灾工作，

全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上饶不折不扣

落到实处，以实际成效体现坚定捍卫“ 两个

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会议专题研究部署了当前全市防旱抗

旱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清

当前防旱抗旱形势的严峻性，以“ 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抗旱救灾责任，

细化实化抗旱救灾举措， 落实落细抗旱救

灾保障， 加强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和技术

帮扶，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努力把旱情

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会议审议了 《 上饶市中心城区推进公

交一体化实施方案》 。 会议强调，中心城区

“ 五区”和市直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 一盘

棋”意识，按照《 实施方案》明确的责任分工

和时间进度要求，密切协同配合、主动担当

作为，加快推进配套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稳

妥有序推进客运车辆收购工作， 严格落实

公交财政补贴和分担机制， 协力推进中心

城区公交一体化快见效、早惠民。

会议审议了《 上饶市全域创建“ 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县实施方案》 。会议强调，各

地各部门要咬定“ 作示范、勇争先”的目标

定位，高品质建设好农村公路，高水平管理

好农村公路，高标准养护好农村公路，高效

益运营好农村公路，奋力推动我市“ 四好农

村路” 全国示范县创建工作在全省乃至全

国走前列、争一流。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 朱裕聪）

陈云主持召开市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时强调

坚 持 “ 快 字 当 头 、 以 快 制 快 ”

争取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防控效果

������

新华社北京

8

月

27

日电 近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

复信“ 里斯本丸” 号船幸存者家属， 鼓励其继续积极

致力于中英友好， 期待更多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作出

贡献。

习近平指出，

1942

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

救“ 里斯本丸” 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 是中英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 共同抗击法西

斯侵略的重要见证， 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

史佳话。 我对这段历史很熟悉，

2015

年我访问英国时

专门讲了这个故事。

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50

周年。 半个世纪以来， 正是得益于两国无数友好人士

的辛勤付出， 中英关系才能不断前进。 希望“ 里斯本

丸” 号船幸存者家属继续致力于中英友好， 期待更多

英国朋友为中英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942

年

10

月， 日军征用“ 里斯本丸” 号客货船

押运

1800

多名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 途经舟山附

近海域被美军击中，

843

名英俘遇难，

384

名英俘被当

地渔民舍命救起， 英军官兵和英国政府对此深表感激。

习近平主席

2015

年访英期间以“ 里斯本丸” 营救事件

为例， 强调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

色， 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日前， “ 里斯本丸”

号船最后一名幸存者莫利之女维尼致信习近平主席，

感念中方救援恩情， 坚定支持英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习近平复信“里斯本丸”号船幸存者家属

市

政

府

召

开

第

1
9

次

常

务

会

议

邱

向

军

主

持

全市抗旱救灾会商调度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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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万物竞秀，瓜果飘香，一派丰收的景象。

穿行在上饶大地，处处生机勃发，全市各个重点项目建

设工地上机器轰鸣、吊臂起降，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厂房车

间内繁忙有序，工业园区里日新月异，一线工人抢工期、抓

进度、忙生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一批批重大项目火热推进，一项项重大工程建设正酣，

一座座新型工业厂房拔地而起，一个个大项目、好项目在上

饶落地生根，彰显出上饶项目建设的“ 速度”和“ 热度”。

今年以来，我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始终坚持“ 项目为王、工业挂帅”理念，牢牢牵住

项目建设这个“ 牛鼻子”，坚定不移把“ 项目为王、项目为大、

项目为先”作为第一工作抓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强力推进“ 项目大会战”，做大工业经济蛋糕，以项目建

设“ 加速跑”，奋力冲刺“ 全年胜”。

突出招大引强，培育上饶发展“增长点”

6

月

17

日，一场名为“ 聚焦上饶 乘‘ 市’而上”的上市公

司走进上饶投资洽谈会在我市举行， 共有

7

个项目现场签

约，总投资

214

亿元，涉及数字经济 、医疗、文化、旅游、教

育、新能源等多个产业。

8

月

20

日上午，

2022

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大会在我市开

幕，期间举行了项目签约活动，共签约项目

40

个、总金额

316.94

亿元。

今年以来，我市已签约

7

个过百亿元项目，即：投资

100

亿元的康佳（ 上饶）智能制造科技城项目，投资

128

亿元的

年产

10

万吨锂电铜箔、

22

万吨铜杆、

3

万吨铸造材料项目，

投资

108

亿元的

24GW

高效光伏组件、

10

万吨光伏组件铝

型材项目， 投资

106

亿元的浙江大学—科兴生物医药化工

联合研发中心暨科兴产业园项目， 投资

102

亿元的

24GW

高效光伏组件项目， 投资

100

亿元的黑滑石粉体新材料项

目，投资

100

亿元的人机交互、智能物联生产项目。

……

一个个好项目、大项目的签约落户，成为了上饶高质量

发展的注脚。

项目，是产业的支撑，是地方的潜力，也是实力。 近年

来， 我市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

节，深入实施“ 三企入饶”“ 三请三回”“ 饶商回归”工程。

———紧盯龙头招商。 始终盯住大项目、好项目，盯住世

界

500

强和国内知名龙头企业开展招引。

2021

年，全市引进

“

5020

”项目

25

个，签约总额

852.48

亿元、

2

亿美元，引进项

目数和签约总金额均居全省第

1

。 今年

1-6

月，全市已签约

“

5020

”项目共

43

个，签约总金额

1638.28

亿元、

5.4

亿美元，

其中百亿级以上项目

7

个。

———坚持主官招商。 市县党政“ 一把手”带头发扬踏遍

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难万险的

“ 四千四万”精神，增强招商实效性。 近两年，市县两级领导

共赴北上广深和江、浙等地开展招商超过

400

批次，洽谈推

动项目超过

500

个。

———创新方式招商。 聚焦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围绕

光伏新能源产业、光电产业、汽车产业、新材料产业等，专门

组建了九支专业招商小分队，负责开展招商引资工作，进一

步提升了招商针对性和实效性。

狠抓项目建设，点燃上饶发展“强引擎”

2021

年

12

月

10

日， 蜂巢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正式签约

落户上饶；

2022

年

1

月中旬，蜂巢能源一期项目实现投产；

2

月， 蜂巢能源上饶基地二期

20Gwh

动力电池项目完成征地

拆迁，进入基础施工阶段……

“ 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效推进，我们跑出了

蜂巢的上饶速度！ ”蜂巢能源董事长兼

CEO

杨红新表示。 目

前蜂巢能源已决定将投资计划由原来的

100

亿元增至

125

亿元，产能由原来的

16Gwh

扩张到

24Gwh

，将把上饶基地打

造成全国全域短刀电池标杆基地。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 火车头”和“ 压舱石”，经济要靠项

目拉动，发展要靠项目支撑。

我市坚持“ 项目为王、工业挂帅”理念，把项目建设作为

推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主抓手，营造比学赶超、大干

快上浓厚氛围：

在省、市“ 工业项目大会战”中比学赶超。 通过每月通报

排名、专项调度、实地督查等工作机制，营造持续不断、压茬

推进的工业项目“ 大会战”格局。 今年

1

至

7

月，全市列入省

级“ 工业项目大会战” 重点推进的项目有

165

个， 总投资

2205.7

亿元，均列全省第

2

位；列入市级“ 工业项目大会战”

重点推进的投资亿元以上项目共

560

个，总投资

3820.83

亿

元，其中，计划新开工项目

299

个，开工率

100%

。

在工业项目集中开（ 竣）工中比学赶超。

2015

年以来，我市

坚持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组织开展全市工业项目集中开 （ 竣）工

活动。 各县（ 市、区）共设

12

个会场，通过核查打分确定两个主

会场，分别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参加，其它县（ 市、区）

由挂点市领导参加活动。 今年以来，全市已开展集中开（ 竣）工

活动

2

次，共计

491

个项目参加活动，总投资

1595.4

亿元。

在重点工业竣工项目巡查活动中比学赶超。 每年由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对各县（ 市、区）竣工投产的亿元

以上重点工业竣工项目进行巡查评比， 检验一年来各地工

业项目建设成果， 促进全市工业总量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

强化项目支撑，跑出上饶发展“加速度”

当前， 位于上饶经开区境内的上饶新能源智能化汽车

综合试验场项目建设正酣，

500

多名工人和

300

多台机械设

备正在紧张作业中，试验场的雏形初现。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

为国内一流的新一代、智能化汽车综合性试验场地，填补上

饶汽车产业在研发、 检测上的空白。 从试验场项目放眼望

去， 不远处有投资

145

亿元的晶科能源再倍增项目、 投资

125

亿元的蜂巢能源动力电池项目、投资

106

亿元的中电彩

虹光伏玻璃项目……

一个个大项目迸发出上饶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

发展是第一要务，项目是重要支撑。 今年以来，上饶经

济逆势上扬，跑出发展“ 加速度”，重大项目发挥了重要作

用。 全市

2022

年省重点项目、省大中型项目个数、总投资、

年计划投资均位于全省前列， 其中第一批省重点项目

59

个，列设区市第

1

位；总投资

1441

亿元，列设区市第

4

位，

年计划投资

384.7

亿元，列设区市第

4

位，同比增长

29.8%

，

截至

7

月底，完成投资

383.1

亿元，占年计划

99.6%

，超序时

进度

41.3

个百分点； 省大中型项目

441

个， 列设区市第

2

位，总投资

3927

亿元，列设区市第

4

位，年计划投资

1309

亿元，列设区市第

3

位，截至

7

月底，完成投资

1247.7

亿元，

占年计划

95.32%

，超序时进度

37.02

个百分点；市重大项目

855

个，总投资

8386.7

亿元，年计划投资

2245.7

亿元，截至

7

月底，完成投资

1862.31

亿元，占年计划

82.93%

。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2022

年，全市谋划重大项目

895

个，总投资

7546

亿元，年计划投资

2520

亿元以上，这些

重点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助推上饶高质量发展， 推动全市

产业结构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任晓莉报道 ：“ 小小遮阳

棚，雨时挡雨，烈日遮阳。不错，

不错！ ”近日，在饶城凤凰中大

道与带湖路交会处搭建的晴雨

棚，受到市民纷纷点赞。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获

悉，经初步选址，我市将

40

组

大型便民晴雨棚设置在主城区

的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路口、

安全岛、 重要节点等

11

个区

域， 按照一点位一主题进行设

计。 晴雨棚采用单面或多面透

视，主材使用钢结构，顶部使用

半透耐力板，以格栅造型为主，

不阻碍视线及行人、车辆通行。

在城市主要路口增设晴雨棚，

是市城市管理局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为群众办实

事的又一具体举措。

“ 晴雨棚虽小，却能为市民

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出行环

境，解决人们小需求、提升城市

大文明。”市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中心城区晴雨棚的建成，

给广大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便利。 今年中心城区增设的晴

雨棚将继续坚持人性化设计，

因地制宜，一棚一景。

路口晴雨棚在保证质量安

全的前提下，以“ 一座城、一条

心、一起拼、一定赢”精神为引

领，涵盖与上饶息息相关，独具

地域个性的十大特色城市文

化。 通过马头墙———古民居文

化、方志敏精神———红色文化、

同 心 伞 ———城 市 精 神 、 铜

管———铜文化、 书卷———纸文

化 、 稻 穗 ———稻 作 文 化 、茶

叶———茶文化、 傩舞面具———

戏曲文化、 程朱理学———理学

文化、道教名山———道教文化、

卷轴———书院文化将各主题元

素进行艺术演绎， 造型具有艺

术美感。

同时，结合具体点位放置，

为城市增添小而美的景致，充

分体现上饶特有的文化底蕴，

力求将晴雨棚打造成为城市新

景观， 丰富上饶城市精神和上

饶城市品格内涵， 整体提升城

市品位和形象， 让市民在出行

间隙， 用碎片时间追寻城市文

化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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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讯 连日来，持续高温

干旱天气， 使广信区各乡镇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 广大党

员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抗旱

保苗保秋收、及时补种等工作，

帮助村民全力抗旱保生产。

黄沙岭乡蔡家村现有粮食

种地面积

600

亩，是产粮大村。

为确保旱季农田灌溉顺利进

行，该村多管齐下，充分挖掘辖

区内水资源， 通过改建老旧蓄

水池，村民、党员齐上阵，轮番

给农田灌溉、浇水，保证不漏一

亩地、不漏一户田。 同时，该乡

结合人居环境整治， 集中清理

辖区灌溉水渠， 充分保障农业

生产用水， 努力实现秋粮稳产

增产目标。

此前， 连续高温干旱天气

着实让种粮大户赖恒标有些着

急。他种植的再生稻，需要一定

的水位，才能保证再生稻发芽，

但高温天气让稻田里水分不断

减少，看着“ 嗷嗷待哺”的稻苗，

赖恒标急上心头。 该村村干部

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抽调人

员帮助农田抽水灌溉， 现在他

的再生稻“ 喝”上了水，赖恒标

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我种

了

400

多亩的水稻，丰收的话，

每亩

800

斤， 合计就有

32000

斤，感谢政府帮助，每天三次用

水泵打水给农田灌溉， 水稻终

于保住了，现在心里很踏实。 ”

赖恒标欣慰地说道。

蔡家村共计

7000

多人口，

为了确保农田得到灌溉，在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 经过实地考

察，村里最后决策筹资

20

万元，

重新改建一个

360

立方米的新

蓄水池，通过挖渠把山间水引流

到蓄水池，再高位引水到各户农

田。 目前，通过引水灌溉全村农

田旱情得到有效缓解。 （ 陈炜）

因地制宜 一棚一景

我市中心城区将新增 40 处晴雨棚

多管齐下保灌溉 农田“解渴”又“降温”

项目为王，做大工业经济蛋糕

———聚焦上饶市工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蔡晓军

火热建设中的晶科能源再倍增项目。 记者 戴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