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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项目 36 个 投资总额达 215 亿元
市委党校第 26 期
中青班“党性锻炼周”
活动圆满结束
本报讯 日前，市委党校第 26
期中青班开展了为期 5 天的
“
党性
锻炼周”活动，来自市直单位和各
县（市、区）的 49 名中青年科级干
部参加了活动。
5 月 13 日至 16 日，在部队教
官的严格训练下，学员们始终严格
要求自己，不畏辛苦，顶着烈日，从
早训练到晚，3 天时间认真做好了
军姿整理训练、立正稍息、停止间
转法、跨立、齐步行进等每项动作。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团结就是
力量》等一首首经典红色歌曲在市
委党校飘荡，
“
爱国歌曲大家唱”的
活动， 让每一名学员深受感染，个
个发自心底歌唱，讴歌我们亲爱的
党和祖国。
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我们正
“
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
妻儿， 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
“
如今之死，则重于泰山了。 ”……
在党校学习期间，朗诵红色家书让
大家的灵魂得到洗礼，陈觉和赵云
霄夫妇生离死别留下的遗言、林觉
民烈士留下的千古绝唱《与妻书》，
让每一名朗诵的学员无比动情，一
封封感人至深的书信、一段段刻骨
铭心的事迹， 讲述了人间大爱，传
递了革命大义， 让学员们动情落
泪、良久沉思。
据悉，
“
党性锻炼周”活动是市
委党校在干部培训方面的又一探
索创新。

三清山逍遥谷、
玉帘瀑布景区开门迎客
本报讯（记者 王 涛）近日，三
清山逍遥谷景区与玉帘瀑布正式
对外营业， 大型道文化情景舞台
剧《天下三清秀》首秀魔幻亮相。
逍遥谷景区是三清山新开辟
的景点，于 5 月 19 日开放，该景
区包括天下三清展演中心、 健康
旅游养生区、管他小镇。目前景点
首期即天下三清展演中心已正式
对外开放， 该中心包括逍遥谷游
客中心、逍遥街、天下三清演出剧
场等。
逍遥谷景区内，一场名为《天
下三清秀》的演出全新亮相，这是
中国首部大型道文化情景 舞台
剧。演出中变幻莫测的灯光、升降
旋转的舞台、美轮美奂的歌舞、神
奇的当地传说， 把观众带进了一
个又一个光怪陆离、 如梦如幻的
魔幻世界。 三清山玉帘瀑布开园
迎客，作为三清山旅游配套景区，
玉帘瀑布坐落在三清山景区东北
部，由三清峡谷、岭头山民宿村、
田园牧歌三个板块组成。据了解，
三清山玉帘瀑布景区共投资 4.5
亿元按 5A 级景区标准打造，景
区的建成， 将实现三清山由单一
的门票观光型旅游向兼具山水游
赏、养生度假、乡村休闲、文化体
验、运动游憩等复合型旅游转变。

赣深赣港经贸合作活动
我市收获颇丰
本 报 讯 （记者 王 调 翁）5 月 22
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在 5 月
15 日至 18 日的赣深、赣港经贸合作
活动中， 我市共签约项目 36 个，合
同资金总额 215 亿元。 利用首届赣
深经贸合作交流会的契机， 我市在
深圳还举办了“投资上饶（深圳）高
新技术产业专题对接会”。 会上共签
约项目 19 个， 合同资金总额 82 亿
元。
去年，我市出台了《上饶市引进
高层次人才实施意见》，针对从院士
到博士的四类高层次人才， 专门出
台了一系列奖励政策， 包括 20 至
100 万元的购房补贴，50 至 200 万
元的创业扶持，100 至 300 万元的科
研资助， 以及税收、 旅游等优惠政
策。 今年， 我市出台了一批更大力
度、 更宽领域、 更优服务的人才政
策，重点聚焦上饶的主导产业，聚焦

人才的整体生态环境， 聚焦中端和
基础性人才。 赣港经贸合作交流会
上，我市共签约项目 9 个，合同资金
总 额 92897 万 美 元 （60 亿 元 人 民
币）。 万年县在航空（通航）产业投资
合作专题推介会上， 与天鹰兄弟无
人机创新科技公司创始人李才圣，
签约了 5 亿元无人机生产项目。
目前香港铜锣湾集团有限公司
正在洽谈信州区“铜锣湾广场”超大
型旅游、文化、商业综合体，投资约
70 亿元。该集团有关人员表示，通过
前期的考察， 他们对上饶的区位优
势、产业优势、环境优势等已有了深
入了解， 希望能尽快就投资合作等

具体事宜达成共识。 民众云彩产业
新城发展有限公司与长安跨越共同
投资 120 亿， 在上饶经开区投资兴
建了双创科技城、 年产 37.5 万辆的
新能源汽车项目以及两大公司各投
资 30 亿建成年产 10 亿安时新能源
锂电池项目。 目前该公司在上饶的
项目运作良好，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将尽力引荐业界朋友到上饶投资，
为助推上饶发展作出贡献。 奥普菲
利西斯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香港法
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为一家投
资性企业， 目前在德兴市成立了益
丰再生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致
力于金属工业废渣的无害化处置。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上饶手足口病进入高发期
大多数为轻症患者 无重症及死亡病例发生
本 报 讯 （记者 王 调 翁）5 月 22
日， 记者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
解到，5 至 7 月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
节。 截至目前，我市病原学监测检测
出的主要是以 CoxA16 病毒为主，手
足口病大多数为轻症患者， 无重症
及死亡病例发生。
根据手足口病监测数据显示，
今年 1 至 3 月份手足口病发病相对
平稳，从 4 月份开始，我市手足口病
发病数呈快速上升趋势。 今年目前
手足口病流行高峰已高于往年最高
水平， 发病高峰仍有继续攀升的可
能， 托幼机构或学校等集体单位应
尽量做好聚集性疫情和暴发疫情的
防控工作。
市疾控中心提醒， 家长应尽量
少带儿童去人群密集的场所， 注意
保持住所的空气流通， 每天开窗通
风。 儿童要做到“十五字方针”：勤洗

手、勤通风、喝开水、吃熟食、晒衣
被。 家长可天天晨起检查孩子的手
心、脚心等皮肤和口腔有无异常，注
意孩子体温变化， 假如孩子出现发
热伴皮疹的症状， 应立即到当地定
点医院就诊， 避免重症病例和死亡
病例的发生。 做好隔离和消毒，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接
种手足口病疫苗是防控重症手足口
病的有效方法，目前肠道病毒 EV71
型灭活疫苗上市。 EV71 疫苗的建议
接种对象是： 大于或等于 6 月龄的
易感儿童，越早接种越好。鼓励在 12
月龄前完成接种程序， 以便尽早发
挥保护作用。
按照 《江西省手足口病托幼机
构/学校晨检技术指南》相关要求，开
展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预防性消
毒等手足口病的防控工作。 按照《托
幼机构/学校防治手足口病卫生管理

制度》相关要求，做好幼托机构儿童
洗手、用具消毒、食品卫生、宣传等
手足口病的防控工作。 一周内，同一
托幼机构发生 5 例及以上手足口病
病例或同一班级发现 2 例及以上手
足口病例， 应及时与当地疾控部门
联系，以便尽早采取防控措施，控制
疫情。
疾病部门应加强手足口病的网
络监测， 及时发现聚集性疫情和暴
发疫情，以便及时采取防控措施。 按
要求做好手足口病的病原学监测工
作，及时采集标本，按月送检，以掌
握手足口病病原谱的构成和变迁。
做好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 暴发疫
情以及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的处置
工作， 及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
样、检测及终末消毒等工作，并落实
好防控措施。 加强手足口病的宣传，
提高群众对手足口病的认识水平。

我市开展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
本 报 讯 （郑 伟 华 程 暑 冰 记者
刘小国）5 月 20 日，由上饶市打击和

处置非法集资领导小 组 办 公 室 主
办，市直 6 家联合执法单位、市辖 65
家金融机构、 广丰区相应单位和金
融机构共同参与的全市防范和打击
非法集资宣传日活动在广丰区月兔
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拉横幅、树展牌、讲案例、
答咨询、搞互动等形式，向群众阐述
常识，引导公众理性投资理财、合法
维护权益， 进一步增强群众防范意

识， 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和辨别风险
的能力，营造“参与非法集资，法律
不保护、政府不买单、风险自承担”
的舆论氛围。 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
传资料 3 万余份， 接受群众现场咨
询 3900 多人次，广受市民好评。
市金融办负责人表示， 我市开
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将
常态化， 以引导群众拒参与、 能识
别、敢举报，在全市范围内营造抵制
非法集资的浓厚氛围； 风险防范要
初始化， 要联合开展风险排查和专
项整治活动，抓早抓小，防范在初，

坚决打好防范化 解 金 融 风 险 攻 坚
战，着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
进发展要实体化， 大力支持和引进
合法、符规、可控、可持续，利于经济
发展的企业落户上饶， 给足双赢政
策，引导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净
化环境要法治化， 联合惩戒金融失
信人员，严惩非法金融行为，坚决取
缔非法金融机构， 依法追究涉案人
员法律责任，营造诚信、健康、严明
的金融法治环境，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打造大美上饶提供良好的社
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