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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党的二十大精神“ 聊 ”到群

众心窝里， 经开区宣传办精心设计、

认真研究，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对宣

讲开展做了详细的规划和培训，形成

了基层宣讲提纲。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主线， 从

11

月

份开始启动了征文比赛、 演讲比赛、

摄影比赛、知识竞赛、短视频大赛，全

面展示经开区新成就 、新变化 ，同时

通过开展送电影、送戏下乡、腰鼓队、

快板、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

活动，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

针对经开区企业特点，区党工委

引导企业融入发展学 ， 将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企业经营发

展紧密结合 ， 扎实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在全体员工中落地生根 、 见行

见效。 爱驰汽车智慧工厂通过组织

开展经理 、 工段长 、 班组长多层面

技能提升培训 ， 举行技能大赛等 ，

提高员工个人能力和技术水平 ， 培

养一专多能的人才 ， 在刚结束的全

市消防月比武大赛中 ， 该企业代表

队夺得全市第一名。

为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取得实效，区党工委每周及时

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提示，明确每周一晚的支部学习

内容和要求，推动全区党员干部把党

的二十大精神学深悟透。 党工委成立

3

个督导组， 进一步对全区学习宣传

贯彻情况进行督导。 区纪检监察工委

把各单位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作为日常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进行

督查。

走进上饶经开区，在主干道路、广场公

园、商场超市、窗口单位等场所，随处可见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标语，形

成了“ 屏、板、栏、幅”的立体宣传格局，特别

在装有

LED

显示屏、 移动电视等重要位置

不断滚动播出的核心宣传标语，带给人们视

觉冲击和学习记忆。

为推动党的“ 好声音” “ 好政策” 深

入人心， 该区各级党组织积极邀请专家进

行专题辅导和宣讲。

11

月

12

日， 区党工

委邀请了市委党校的教授首次为上饶经开

区编外干部聘用人员进行了党的二十大精

神专题辅导。 董团乡、 兴园街道、 傍罗办

事处邀请了各类专家、 学者、 教授， 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 （ 站） 阵地， 向群众宣讲

党的二十大精神， 做到所 （ 站） 宣讲全覆

盖。 与此同时， 各级宣传团在村 、 学校 、

社区的宣讲也如火如荼地进行。 区党工委

还从各单位、 部门、 企业抽调了

16

名党建

理论知识扎实、 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及各

自领域的先进代表， 分赴企业、 机关、 社

区、 区直单位开展巡回宣讲。

此外， 该区还充分发挥五大片区综合

指挥部和网格的作用， 所有挂点片区干部

针对光电产业片区 、 旭日

(

板桥

)

片区 、

黄源片区、 笔架山片区、 马鞍山片区五大

片区企业、 项目工地采取网格化集中式宣

讲。 截至目前， 该区已成立宣讲团

13

支，

开展宣讲

75

场， 举办文艺活动

5

场， 受众

2

万余人次。

10

月

16

日上午， 采取集中学习的形式， 组织

全体党员干部收听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盛况；

10

月

17

日晚上， 结合每周一定期开展的“ 机

关支部学习日” 活动，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学

习探讨；

10

月

26

日， 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

习 （ 扩大） 会召开， 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开展交流研讨；

11

月

3

日晚上， 在已成立的各类宣讲团基础

上， 组建了区党工委“ 党的二十大精神” 走基层宣

讲团， 第二天便召开了走基层宣讲部署暨培训会，

第一时间奔赴企业、 工地、 农村、 社区等地巡回宣

讲；

…………

上饶经开区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

突出一个“ 快” 字， 不仅第一时间下发 《 中共上饶

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通知》 ， 为全区开展好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进行了全面部署和指明了方

向， 还强化领导带头先学、 示范带动， 系统学习，

制定区党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计划， 领导班子带头精读深读， 带头开展宣讲， 带

头调查研究， 并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结合分管领

域， 自定课题开展专题讲课， 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先学一步，突出一个“快”字

A

周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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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为进一步加强编外聘用人员日

常管理监督，提高“ 勤廉”意识、

保密意识 ，

11

月

12

日 ，上饶经

开区召开编外聘用人员培训

会， 区直各部门除后勤服务类

岗位外的全体聘用人员及家属

参会。

培训会邀请了上海大学马

克思主义理论硕士研究生、上饶

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

副教授王洪春就党的二十大精

神进行专题辅导，参会人员一同

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会议解读了

《 上饶经开区关于加强编外聘用

人员管理暂行办法》 ， 并就保密

工作、编外人员管理、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等方面内容进行培

训，组织了相关测试。

会议要求，编外聘用人员要

在思想上做明白人，强化保密意

识，紧跟经开区发展步伐；在工

作上做贴心人，要树立爱岗敬业

精神，坚定诚实守信意志，注重

言行举止， 处处维护经开区形

象；在纪法上做勤廉人，要把“ 店

小二”“ 保姆式” 服务铭记于心，

“ 严”字当头，不“ 吃、拿、卡、要”，

做到消化吸收、学以致用，对照

标准、补差补缺，真抓实干、务求

实效，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工

作的强大动力，兢兢业业做好本

职工作，以自身工作成效助力经

开区发展。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近日， 江铜 （ 上饶） 工业园铜

杆厂信息化智能管控系统上

线， 有力推进了智能工业园区

建设进程。

据了解， 该信息化智能管

控系统由铜锐公司承建， 利用

物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边缘计算、

5G

等新型信息化

技术对传统铜加工工厂进行信

息化、 智能化改造， 对促进传

统产业升级， 进一步提升整体

管理效益有着积极作用。 通过

生产工单管理功能， 计划部或

班组的生产组织者可以根据生

产线的生产计划， 对当天或者

一个自定义周期内的生产进行

详细排班， 而且生产工单安排

可以细化到每一台设备并与具

体设备绑定， 使厂区管理更加

高效； 通过设备大屏、 能源消

耗大屏， 设备管理人员可以实

时监控厂区内设备的运行状况

和厂区能源的使用情况， 保证

生产设备的稳定运行， 进而提

高产品质量及其稳定性。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近日，上饶经开区绿创生活广场

街区开放暨招商签约大会在滨

江国际商务中心举行。发布会现

场，饶州坊、香天下火锅、土伯面

馆、大米先生、煌上煌等十余家

知名品牌现场签约。目前已有近

十家品牌餐饮、酒吧、休闲、零售

等商家进驻绿创生活广场。

据了解，绿地集团在上饶经

开区滨江国际商务中心打造以

“ 邻里共享第三空间”、“ 饶州九

坊美食街”两大核心为主题的绿

创生活广场街区，该街区为开放

式街区， 以合口四路为中轴，两

翼展开，是上饶地区首创的美食

风情商业街区，具有良好的环境

氛围和识别度。街区以美食与夜

经济为特色， 形成了文化教育、

娱乐休闲、特色餐饮、生活服务、

购物超市、精品民宿等多种业态

的

3

公里品质生活圈。

核

心

导

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

理水平，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这是关乎城

市规划、建设、发展、治理的根本命题……”

11

月

14

日晚上

8

点，在上饶经开区建设交通局每

周一晚的支部学习会上，聚焦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党员干部们畅所欲

言，交流分享。

连日来，上饶经开区精心部署，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精心周密安排，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载体，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热潮，多点发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工

作的实际行动。

开宣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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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经开区多点发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念好

“三字诀”

强化覆盖，突出一个“广”字

B

提升效果，突出一个“特”字

C

江铜（上饶）工业园

信息化智能管控系统上线

本报讯 许玮 记者蔡文逸

报道：日前，格派新能源电池材

料一体化项目建设动员大会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由贸易试验

区钦州港片区举行， 标志着江

西铜业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参与建设的格派新能源电池材

料一体化项目一期工程正式开

工建设。 这是江铜监理公司继

江西巴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多

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项

目建设工程之后， 拿下的又一

外部市场监理项目大单。

格派新能源电池材料一体

化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

州石化产业园鹿耳环片区，计

划总投资

101

亿元， 其中一期

投资

48

亿元， 达产后年产值

90

亿元 、 预计可年创税

6

亿

元， 所生产的三元前驱体及硫

酸镍产品广泛应用于动力电池

等领域， 项目投产后将为解决

国内新能源电池镍原料短缺、

突破新能源汽车电池核心技术

瓶颈做出积极贡献。 在该监理

项目招投标过程中， 该公司从

项目筹备、 投标报名到标书制

作、上传投标系统，直至开标、

答辩各阶段都认真细致、 一丝

不苟；从技术文件、拟派人员到

投标报价各个环节反复论证、

深入推敲。 中标后，迅速行动，

立即组织精兵强将进驻工程施

工现场， 为后续监理工作的顺

利开展提供了专业力量支撑，

以优质的服务树立江铜品牌。

近年来， 江铜监理公司在

全力做好集团公司内部项目的

同时， 紧紧依托江铜集团品牌

优势，秉持“ 与客户共创价值”

这一经营理念， 一方面苦练内

功， 持续提升专业能力和资质

水平，另一方面抢抓机遇，积极

开发市场，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 为江铜

监理公司未来发展蓄势赋能。

新 闻 链 接

拿下一外部市场监理大单

编外聘用人员培训会召开

傍罗办事处下古埠村开展“庭院宣讲”

董团乡文明实践员在田间宣讲

江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组织员工集体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