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导 读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 一规一矩有章法，一言一行好习

惯。 ”

10

月

27

日下午，在华师大

上饶经开区附属学校， 一堂以高

品质的课堂常规为训练目标，促

进学生课堂行为习惯养成的一年

级“ 童蒙养正”课堂常规展示比赛

正在精彩上演。

此次展示比赛在一年级

6

个

班中进行， 由班主任预设一个教

学情景， 在

10

至

12

分钟内依次

对课前准备、 学生诵读、 师生问

好、学生坐姿、读书姿势、写字姿

势等方面进行展示， 评委根据评

分细则对各班级打分。经过评比，

一年级

6

班和

3

班脱颖而出，荣

获一等奖。

作为基础教育的起始阶段，

一年级是进行良好学习习惯培养

的关键期。据悉，此次展示比赛是

旨在进一步有效规范一年级新生

的课堂行为， 促进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并加

强班级间的学习与交流。同时，该

校将以评比活动为契机， 常规落

实， 进一步探寻课堂常规管理的

新策略， 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

高。

台整车下线

万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10

月

28

日下午，上饶经开区大讲堂

邀请中国联通（ 江西）工业互联网

研究院院长万刚作题为 《 数字经

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和《

5G+

工

业互联网创新应用》专题授课。

讲堂上， 万刚结合上饶经开

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 从什

么是数字经济， 以及创新技术促

进产业数字化、 工业互联网驱动

制造业数字化等多角度出发，结

合多项具体事例， 为全体学员带

来一场深入浅出而又生动形象的

授课， 并在授课过程中与大家就

数字化实际应用开展了互动。

据悉， 此次大讲堂的召开旨

在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

涵和实践要求，切实落实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 市政府深入推进数

字经济做优做强“ 一号发展工程”

工作精神， 教育党员干部进一步

解放思想，担当实干，全面对接融

入长三角， 推进经开区数字经济

工程高质量发展， 全面提升干部

互联网思维、 大数据思维和新经

济思维， 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知识

结构，增强发展数字经济的本领，

为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做优做强

“ 一号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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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

布局储能制造板块

先进产线

量身定制储能产品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上饶经开区大讲堂开课

记者了解到，此次下线的储能产品

为

CX-1000

，

500kW/1MWh

集装箱储能

系统，是一舟股份储能制造基地下线的

首款产品，聚焦工商业配储，专为匹配

一般工商业需求设计，一站式集成电池

模组、

PCS

、

EMS

、消防系统、液冷

/

风冷可

选温控系统，满足工厂产业园、写字楼、

光储充电站、企事业单位等工商业主的

多场景灵活适配需求。

“ 这款储能集装箱具有更高安全

性、更高耐久性、更高智能化、更高效

服务四大优势。 ”沈培峰告诉记者，在

生产过程中， 每一道工序节点都会有

检测人员进行精细检测， 确保产品正

负公差在

5

毫米以内。同时，该产品还

能助力工商业用户实现多重使用价

值。“ 通过削峰填谷、降容降需为用户

节降用电成本； 通过实现电能质量提

升，减少用户电力损失；为重要负荷提

供紧急备电，降低用户断电限电损失；

通过提升现有新能源自发自用率，增

加碳交易带来的额外经济效益。 ”

一舟股份扎根上饶二十余年，一直

深耕主业、锐意创新，现已成为专业的

数字通信、 数字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储能领域除助力工商业用户之外，该

公司明年还将投产家庭储能和便携式

储能等相关产品，其产能可达到

1GWh

。

此外，一舟股份已在全国布局多个研发

中心，面向智慧能源和储能

EMS

、

BMS

、

HMS

等数字能源相关领域的软硬件和

集成系统技术的持续开发。 同时，一舟

股份仍将秉承实干精神， 与时代共生，

积极践行国家“ 双碳”战略，持续打造制

造优势，与用户共享价值，为行业伙伴

赋能，助力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昔日户外建

如今工厂造

———走进一舟首条储能系统集装箱生产线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以往发电站是在户外建设，周期长、成本高，有了储能集装箱后，

在工厂里就能生产出集发电机、变电站于一体的储能系统集装箱了。 ”

在位于上饶经开区的一舟江西大数据产业园，浙江一舟电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舟股份）储能制造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沈培峰指

着刚刚下线的储能系统集装箱一语中的。

这是一舟股份首条储能集装箱生产线产品， 聚焦工商业配储，集

高安全性、高耐久性、高智能化等优势为一体，可以满足工厂产业园、

写字楼、光储充电站等多场景适配需求。 日前，记者走进一舟股份旗下

一舟江西大数据产业园，探访储能系统集装箱如何生产制造。

布局储能， 应当承担怎样的责

任？ 在国家“ 双碳”战略的指导下，针

对电网调峰调频， 峰谷电价实施，以

及光伏、风力风电的不稳定性，一舟

股份自

2020

年起布局电力系统应用

的储能产业， 依托

30

余年的先进制

造经验，提供电力环节全阶段储能系

统集成解决方案。“ 从发电侧、电网侧

到用户侧为客户提供包括需求分析、

方案设计、系统集成、安装调试和验

收交付等生命周期的完整系统解决

方案和高效可靠的储能系统产品与

服务。 ”一舟江西大数据产业园总经

理陈建华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在一舟江西大数据

产业园内已经部署了储能全产业链

生产制造体系，可满足为储能行业伙

伴提供全方位的

ODM

、

OEM

服务 。

规划储能制造产业基地总面积达

22

万平方米，总投资

50

亿元，基地建成

投产后，生产规模将达到全球领先水

平，整体产值预计突破百亿元。同时，

该产业园部署了全国领先的预处理、

钣金、 涂装及储能集装箱生产线，可

年产标准集装箱

2

万台、特种集装箱

1.5

万台。

车轮在平整的沥青路面上滚动，

来到上饶经开区迎宾大道

7

号，这里

已崛起了一座面向世界的大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生产制造基地。在储能制

造板块占地

5

万平方米的生产车间

内，拥有

2

条现代化的储能集装箱生

产线、

8

条集成生产线， 可实现每条

线

10

台

40

尺集装箱同时施工，年制

造交付能力可达

5GWh

。

“ 除了常规的

20

尺和

40

尺的集

装箱外，我们生产的储能集装箱还可

以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沈培峰

带着记者来到车间内的第一条生产

工序前， 只见一捆捆钢卷整齐摆放，

最重的高达

30

吨。“ 根据客户需求，

通过开卷机将钢卷剪切成长短不一

的尺寸，以及用激光切割成各种异型

零件。 接下来，就是用自动抛丸机去

除钢材表面氧化皮， 增加粗糙度，提

高附着力。”随后，在经过侧板罗拉生

产线、 剪冲压设备后端组装焊接线、

门板组装焊接线、 前端组装焊接线、

侧板组装焊接线、 底架组装焊接线、

顶板组装焊接线、打砂油漆线、完工

线等十余道工序后，集装箱被送入集

成车间，进行配线、配电、通讯布线和

消防组件等安装，一台储能系统集装

箱便诞生了。

四大优势

解决工商业储能痛点

11

月

3

日，爱驰万台整车在

上饶智慧工厂正式下线。 截至目

前，爱驰汽车已完成海外

20

个国

家

155

个网点的销售布局， 并在

国内

120

个城市开设近

200

家门

店， 初步构建了从沿海到内陆的

销售渠道。

记者 蔡文逸 摄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连

日来，上饶经开区各部门通过专题

学习、主题活动等多种形式，掀起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

潮。

10

月

31

日晚，全区各级党组

织利用每周一晚支部学习会，对照

原文通篇学， 结合工作展开学，交

流研讨深入学，大家表示，要把学

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体现到推动

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各方

面， 切实把报告提出的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新方略转化为经开

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该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曹彬

表示， 党的二十大全面谋划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催人奋

进，鼓舞人心，作为党政办干部，

要进一步提升站位，拉高标杆，坚

定不移抓好政治理论学习、 政治

要求落实、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 以实际行动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作为一名基层招商干部，我

们将牢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为经济工作指明

的发展方向， 为了高质量发展目

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加快

推进产业建设现代化和新型工业

化，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

区招商局副局长周雯如是说。

区党群工作部干部科长叶长

青表示， 将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深刻把握新发展

阶段组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要求，脚踏实地，认真履

职， 在掌握组织工作业务上下狠

功夫， 力争把基础性工作做实做

细做好。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今

年以来， 上饶经开区傍罗办事处

针对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切实

解决路灯亮化、排污治理、引水抗

旱等群众身边“ 微小事”。

“ 以前回家总是黑漆漆一片，

走起来提心吊胆，反映没多久，太

阳能路灯就装上了，亮堂堂的，晚

上出行更安心了。”上古埠村村民

陈锡明说起新安装的路灯， 脸上

挂满了笑容。过去，傍罗办事处辖

区上古埠村至青洲村主干道，尤

其是上古埠村路段没有一盏路

灯， 村民上下班以及夜行都必须

带上手电筒。 办事处领导班子在

走访调研中了解到这一“ 民声”后

迅速行动， 在上古埠村至青洲村

主干道安装太阳能路灯

91

盏。

“ 脏乱臭水沟变成干净生命

线。”这是青洲村村民杨丽对排水

排污治理改造的有感而发。 由于

当年部分村民建房时未能设置排

水沟， 导致雨水及生活污水无法

排出，长年累积下来，异味及积水

对周边居住村民造成困扰。 青洲

村党支部收到群众诉求后， 立即

着手开展整治工作， 半个月就解

决了

18

户村民的生活排污问题，

惠及百姓

120

余人。

眼下正值水稻及其他农作物

丰收的关键时期， 但持续数月的

高温少雨天气已影响傍罗村多处

农作物丰收。 傍罗办事处组织各

村利用一切抗旱设施设备， 保障

生活生产用水， 力争将旱情造成

的影响降到最低。 傍罗村抗旱水

渠道因资金不足，养护不到位，断

流较为严重， 两委干部加班加点

清理泥沙杂物，铲除杂草灌木，疏

通渠道，经过一个星期的奋战，抗

旱水渠清理项目圆满完工。 上古

埠村、 下古埠村和塘尾村也分别

利用抗旱设备，进行抽水灌溉，全

力补救，保障经济作物不受灾。

上饶经开区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微小事”守护“大幸福”

童蒙养正大比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