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

道： 近日， 江铜铜箔公司第

一批“ 江铜班” 学员在完成

前期的司情教育 、 规章制

度、 工艺流程、 安全培训等

理论学习后， 正式被分配到

各工段各岗位， 开始了第一

天的岗位实习 。 此次首批

“ 江铜班 ” 学员共有

68

名 ，

实习分两个阶段进行， 其中

前

3

个月在南昌铜箔公司实

习， 之后到上饶华东铜箔实

习。

据悉， 为持续稳定向公

司新扩建企业培养和输送高

质量的技能人才， 江铜集团

通过高招平台面向全省录取

并按 “ 一体化 ” 教学模式 ，

与江西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

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等高职院校开展了校企合作，

即按照“ 优选生源、 订单培

养 、 择优录用 ” 原则 ， 以

“ 江铜班” 培养方式， 为公司

量身定制培养亟须的大量技

能人才。 “ 江铜班” 学员必

须是职业院校按照江西省高

职院校招生办自主招生学员，

按高职模式培养， 学制

3

年，

学生自行承担在校学习期间

的学费、 学杂费、 生活费等

费用。 毕业后， 公司将按照

“ 条件符合、 双向选择、 择优

录用” 的标准， 符合录用条

件的学生自主应聘， 由公司

新扩建单位招聘录用， 择优

招聘“ 江铜班” 中一定比例

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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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而行，上饶经开区更有“气质”

一批“口袋公园”、城市绿地上新———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

道： “ 五险一金， 包吃包住，

班车接送” “ 企业离这里不

远， 有意向可以去企业实地

参观” ……初春的寒意还未

散去， 一场以“ 创贷服务惠

企和就业服务惠民” 为主题

的春季现场招聘会暨就业创

业社保政策法规宣传活动在

上饶经开区火热开展， 人气

“ 爆棚”。

招聘活动现场 ， 来自上

饶经开区的近

50

家企业提供

了

4000

多个岗位需求， 涉及

智能制造、 装备制造、 电子

信息等多个行业， 可满足外

出返乡人员 、 广大毕业生 、

农村富余劳动力等重点群体

就业需求， 岗位月工资普遍

在

5000

元以上 ， 最高可达

20000

元 。 活动中 ， 有多家

企业与求职者达成用工意向。

来自上饶市区的求职者周先

生说： “ 原来一直在外地工

作， 今年想留在家乡找个工

作， 转了几圈， 发现适合自

己的岗位还挺多。 自己也会

结合自己的特长找到心仪的

岗位。”

据了解， 此次招聘会是

上饶经开区

2023

年“ 春风行

动” 招聘活动的第一场。 为

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求

职者就业需求， 招聘会前期，

区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服务

中心人员深入企业和乡 （ 街

道、 办事处） ， 全面摸排、 汇

总企业招聘需求， 了解掌握

求职者就业意向， 积极搭建

企业招工平台， 深挖本地人

力资源，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多轮次开展招聘会，

为企业、 求职者提供全方位

优质服务。 “ 我们将继续开

展好辖区企业用工需求调查

及劳动力资源摸底工作， 将

岗位开发和就业技能培训相

结合， 多措并举， 帮助高校

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 农

民工、 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

实现充分就业， 努力实现创

业带动就业， 充分保障经开

区企业用工， 为全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保障。”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负责人如是说。

本报讯 余巧灵 记者蔡

文逸报道： 日前， 上饶经开

区在收听收看全省、 全市安

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后立即

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

就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 五大片区企业综合

服务指挥部、 安委会各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 要保持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时刻绷

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认真安

排部署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

和全国两会期间安全生产工

作。 会议要求， 要认清形势，

提高认识， 始终绷紧安全生

产之弦； 要压实责任， 明确

任务， 狠抓安全生产工作落

实； 要突出重点， 强化监管，

理直气壮开展执法检查； 要

强化值班， 加强协调， 全力

保障企业生产安全。

城市公园移步易景的背后， 是上饶经

开区以绿色发展为重要抓手， 不断提升城

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品位的体现。 该区深谙建设城市公园的

重要意义， 充分利用和优化城市零星开放

空间，在“ 一个中心、五大板块”重点道路、

重要节点周边设置新建或改造一批公园，

通过利用微地形合理布局不同规格的植

物，打造多层次景观，与周边景观相辅相成

融为一体， 为广阔的园区建筑增添一抹抹

青绿， 让越来越多的经开人打开窗户就能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走出家门就能领略四

季的风景，也让园区“ 长”在公园里，朝着打

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科技新城”目标加

速发展。

城市公园既是园区的“ 面子”，也是市

民的“ 里子”。 上饶市滨城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柯鸷表示，上饶经开区秉着“

300

米

见绿，

500

米建园”的理念，通过规划建绿、

拆违建绿、拆墙透绿、立体植绿，来开展城

市公园和绿道建设， 并在建的过程中逐步

调整完善城市绿地体系。截至去年年底，该

区已完成

5

处“ 口袋公园”、数十处街头绿

地建设， 种植绿化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既

提升了城市的市容市貌， 又满足了市民的

休闲活动、 亲子互动等多种需求。 下安公

园、兴园公园、铁路公园、勤廉公园、苏家公

园等

5

个“ 小而美”“ 小而雅”“ 小而特”的特

色主题“ 口袋公园”，让市民们有了推窗见

绿、出门入园的美好生活空间，叫响了“ 有

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上饶经开区” 的城市品

位标识。

开门见绿、推窗见景，行走在上饶经开区的街道上，绿树、座椅、儿童乐

园随处可见，一个个新建成的城市公园让“闲置空间”变为“金角银边”，让街

头空地变身“方寸之美”，激发了这座工业园区的生机与活力。去年以来，上饶

经开区按照“

300

米见绿，

500

米见园”的目标要求，利用辖区内的边角地、废

弃地、闲置地、绿地等，因地制宜规划建设或改造了一批城市公园。

驱车从管委会大楼出发，滨江商务中心

产业公园、市民休闲公园、笔架山公园，一个

个城市公园次第开放，随着产城融合步伐不

断加快，昔日功能单一的工业园区变得“ 烟

火气”愈发浓厚的产城融合新城。

城市公园为企业员工提供了宝贵而有

趣的绿色公共活动空间。“ 我是亲眼看着这

个公园从无到有的。”在笔架山板块一家汽

车生产企业工作近

4

年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 他经常会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到附近笔

架山公园走一走，沿着

1300

米的游步道漫

步在山头、湖边，有时还能看见白鹭飞过，

很是惬意。近两年来，上饶经开区精雕细琢

建设了一批城市公园，在构建绿色生态、亲

民实用、 美观艺术的生态景观空间体系的

同时，也补齐了“ 一个中心、五大板块”公园

绿化活动场地不足、 分布不均衡等短板问

题， 把每一个城市公园建设成为一幅绿树

成荫、花树奇石点缀其间的精致画面，园区

企业员工有了休闲、锻炼、游玩的时尚“ 打

卡地”。

好的城市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在兴园大道与合口北路交会处， 一座日新

月异、生机盎然、大气时尚的滨江国际商务

中心正在拔节生长、呼之欲出。这里的市民

公园也备受附近居民的喜爱。“ 假期我们经

常带着小孩来玩，这里绿树环绕，有运动设

施和有趣可爱的节日小品， 夜晚彩灯点亮

以后，更美了，让人心情都变得舒畅不少。”

家住上饶经开区蓝江小区的黄女士感慨家

门口的公园环境优美，处处皆是景致，欣喜

不已。

朱苑 本报记者 蔡文逸 文

/

图

天然氧吧“森”呼吸

精雕细琢“建”公园

蜂巢动力二期投产

60 秒下线一台发动机

可年产 15 万台混动发动机

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召开

首批“江铜班”学员到岗实习

本报讯 记者蔡文逸报道 ：

“ 在去年投产的

15

万台燃油发动

机产能基础上， 现在年产

15

万

台新能源混动发动机生产线已经

调试到位， 进入投产阶段。” 日

前， 蜂巢动力系统 （ 江西） 有限

公司总经理刘海俐指着行云流水

的生产线兴奋道 。 这年产能达

30

万台的发动机工厂 ， 平均每

60

秒就有一台发动机下线。

如果说， 一台整车的心脏在

于发动机， 那发动机的核心部件

则在缸体、 缸盖、 曲轴。 走进蜂

巢动力缸盖、 缸体生产车间， 现

场一片忙碌景象： 制芯、 浇注、

清理 、 热处理 ， 再由检测到出

件 ， 一台

1.5T

新能源混动发动

机的缸盖成品便完成了。 “ 这个

车间是我们在收购原有发动机工

厂后， 将仓库改造成了生产线，

左边是原有的生产设备， 右边是

我们从日本购买的新设备。” 在

刘海俐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曲轴

生产线， 近距离感受车间的“ 智

能化”。 长

120

余米的回形生产

线上， 只有一头一尾站着工人，

分别负责着上件和下件。 生产过

程中的冲洗、 切割等

22

道工序

全都通过机械手送入不同设备里

自动完成。 不到

4

分钟， 曲轴毛

坯就形成了。 每个曲轴下端还印

有二维码 ， 可以识别出生产时

间、 产线、 产地等信息。

作为上饶经开区推动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项目， 蜂巢

动力上饶基地占地约

180

亩， 投

资

20

亿元， 建有

EN

精加、

EB

机加和装试等

4

个高标准数字化

智慧车间及经国家标准认证的精

密测量室， 是按照国际先进理念

打造数字智能化新工厂， 具有制

造精度高、 换型快的特点。

“ 我们生产的发动机用于长

城汽车的主要车型， 工厂单机产

量高， 产品质量稳定性强， 曲轴

机加生产自动化率达

90%

， 防错

覆盖率达

80%

。” 记者看到， 在

每一个生产车间的中央， 都摆放

着一台

70

寸的电子屏幕， 生产

线运行状态、 设备产量分析等内

容一目了然。 该工厂信息化项目

负责人谭浩介绍， 他们将

MES

系

统运用于每条生产线上， 不仅提

高线体生产效率 ， 减少人为失

误， 还可以连接手机， 实时查看

产量状况以及产线报警情况。

据了解， 蜂巢动力系统 （ 江

西） 有限公司具备国内一流的汽

车发动机和变速器设计、 开发、

测试水平， 是国内首个发动机达

到千万台量级的自主品牌。 “ 如

今蜂巢动力的全面投产， 补强了

上饶经开区汽车产业的关键环

节， 实现了长城汽车的发动机本

地化配套， 提高了我区汽车产业

集聚度； 同时， 该项目可辐射周

边汽车企业， 增强了我区汽车产

业影响力。” 上饶经开区汽车产

业投促局招商办负责人胡新阳如

是说。

蔡文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