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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事·要闻
我市企业家参与的
科研成果荣获
2018 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记者 刘 小 国）1 月 8
日在京举行的 2018 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上饶市致远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鹏磊
参与完成的“复杂组分战略金属
再生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化”项
目获得 2018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
据了解， 该项目发明了无氰
全湿提取贵金属、 高值合金直接
电解、重金属污染防控等技术，实
现了战略金属经济绿色提取。 获
美国专利 2 件、中国发明专利 25
件、实用新型专利 28 件，申请了
PCT2 件、出版专著 2 部、发表论
文 36 篇，将战略金属再生技术提
升到国际领先水平。

民建上饶市委会
调研精准扶贫工作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1 月 9

日，民建上饶市委会有关人员来到
德兴市绕二镇花林村， 专题调研
2019 年上饶市委统战部精准扶贫
对口帮扶点的精准扶贫工作。
调研组一行在花林村委会召
开了精准扶贫工作座谈会，认真听
取了驻村第一书记及村党支部书
记就花林村贫困人口实际生活、村
内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重点
推进的扶贫产业等方面的情况介
绍。调研组高度关注该村推进脱贫
攻坚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
合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就如何帮扶
该村脱贫进行了深入交流，提出了
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调研组对花林村干部群众在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表现出的积
极向上精神风貌给予了充分肯定，
对花林村加快农业产业发展、全面
推进农文旅结合的做法给予了充
分认可。调研组表示，民建上饶市
委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争取
更多支持对联系点的帮扶力度，
并动员更多力量广泛参与， 切实
为加快推进花林村脱贫攻坚步伐
贡献力量。
座谈会后， 调研组一行还来
到蓝莓种植基地、 广财山红色教
育基地， 实地了解基地的生产情
况、 经营状况以及帮扶贫困户的
具体模式。

省政协调研组来饶
调研民营企业发展
倾听企业家心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本 报 讯 （记者 王 调 翁）1 月 10
日，省政协副主席汤建人率队来饶调
研民营企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倾听企业家
心声，帮助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市政协
主席程建平，副主席万冬梅陪同调研。
汤建人一行深入上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江西星盈科技有限公司工厂
车间，实地察看了解生产经营、科技
研发、市场开拓、企业融资、转型升
级等方面情况， 并通过座谈会与企
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仔
细询问了企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需
求，共同商讨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在
听取企业汇报后， 汤建人充分肯定

了江西星盈科技有 限 公 司 扎 根 上
饶，扎实发展，并在新能源汽车锂电
子动力电池研发方面取得的成绩。
他希望，公司要保持发展定力，依靠
企业文化，凝聚团队，发展企业；要
有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心，坚守制
造业主阵地，专注自身优势领域，强
化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产品核心竞
争力；要“走出去”主动与高校对接，
培养专业技术人才。 上饶市政府要
高度重视民营企业服务，对准聚焦，
主动作为， 切实落实支持企业发展
的各项政策举措， 千方百计把企业
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解决好， 支持
和促进民营企业过关越坎， 不断提

升水平。 汤建人说，调研组一行将认
真整理梳理出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和需求，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一如
既往地服务好民营企业发展。
程建平表示， 上饶各级各部门
将以此次省政协调研组来饶调研为
契机，营造更良好的营商环境，维护
好民营企业合法利益， 为民营企业
发展排忧解难、保驾护航。

优服务 解难题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中央文明办将向我市贫困家庭
赠送一批电视机
本报讯 （吴 骥 记者 王 涛）2019
年春节将至， 为切实帮助贫困群众
解决看电视难的问题， 丰富他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 更好地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央宣传
部、 中央文明办将于春节前向贫困
家庭赠送一批电视机。 我市余干县、
鄱阳县将分别有 200 户和 140 户家

庭获赠。
为做好此次分配赠送工作，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认真组织实施，
安排专人负责， 真正做到公平、合
理、科学，切实把好事办实、实事办
好，务必在 2019 年春节前确保将所
有电视机送到受赠家庭。 运送电视
机入户所产生的运输费、装卸费等，
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统一安排

支出，不向受赠户收取任何费用。 受
赠家庭的收视费用由县区党委宣传
部、文明办负责协调解决，确保电视
到户即可收看节目。
据了解，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已
连续多年向贫困家庭赠送电视机，
去年我市有鄱阳县、余干县、上饶县
和横峰县四个县的贫困家庭获赠电
视机。

去年全市新登记私营企业 2.11 万户
本 报 讯 （记者 王 调 翁）1 月 10
日， 记者从市市管局了解到，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实有私营企业 7.82
万户， 同比增长 21.83%； 从业人员
41.51 万人，同比增长 17.81%；注册
资本 （金）3849.17 亿元， 同比增长
17.31%。 其中 2018 年全市新登记私
营 企 业 2.11 万 户 ， 同 比 增 长
16.98%；新登记从业人员 9.36 万人，
同比增长 64.23%； 新登记注册资本
（金）743.32 亿元，同比下降 14.49%。
近几年来， 我市私营企业规模
不断扩大， 呈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状
态。2018 年，我市私营企业的户均资

金 492.11 万元/户，虽然同比略有下
降， 但近 5 年年均增长率达 9.58%，
总体呈上扬发展形态。 注册资本由
实缴改认缴并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制
后， 资金规模在 100 万元以下的私
营企业增速缓慢，比重跌破四成；资
金规模在 1000 万元以上的私营企
业快速增长， 总量超过 8000 户；资
金规模 100—500 万元的私营企业
增长最快， 同比增长 26.48%。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实有私营企业中，第
一 产 业 5070 户 、 第 二 产 业 20353
户、第三产业 52794 户，产业结构比
重为 6.48：26.02：67.5。 我市私营企

业已经全面涉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中的各个领域，批发和零售业、制造
业、 服务业等传统行业依然是我市
私营经济发展的主流。
截至 2018 年底，全市实有个体
工 商 户 22.48 万 户 ， 同 比 增 长
6.29%；从业人员 43.55 万人，同比增
长 9.64%；资金数额 338.54 亿元，同
比增长 15.56%。 其中：2018 年全市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4.57 万户， 同比
增长 22.05%； 新登记从业人员 9.55
万人，同比增长 17.97%，户均从业人
员 2.09 人； 新登记资金数额 86.24
亿元，同比增长 16.35%。

识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使员工认识
到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他们个人的
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其他员工、车间
和公司的发展，换来了员工的团结一
心。 为了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他与
技术员一起反复研究生产工艺，顺利
地完成了厂内除尘系统的升级改造，
使除尘率提高 36%。 工人程德进介
绍说，原有的厂灰有点多，环境肯定
要差很多。 汪厂长对员工都很好，安
装了吸尘设备后，环境比以前好了很
多。
近期，旺德福实业正在加紧赶制
今年的最后一批餐具，不久后这批货

物将远销海外。旺德福实业是一家专
业生产外贸西餐餐具的企业，作为厂
长的汪细明需要把关每一批货物的
质量。 汪细明说，你别看一个勺子简
简单单的，其实做起来也不容易。 从
头到尾有 20 多道工序， 从做毛坯一
直到粗磨、细磨再到成品，对每一道
程序均需严格把关。 （记者 王调翁）

汪细明：一心扑在企业生产上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婺源县
旺德福实业有限公司厂长汪细明，
27 年前，他是一个青涩小伙，一名普
通工人；27 年来，他一心扑在企业生
产上，用半生光阴做好一件事，办好
一个厂。
1991 年，当时只有 28 岁的汪细
明进入婺源县旺德福实业有限公司
工作。他从普通工人做起，任劳任怨，
不断创新工艺、提高劳动技能，为企
业提高生产效益。 汪细明表示，只有
把企业当成家一样，才能把品牌打造
好。 比如有的产品比较难做的，外国
提供一个样品给我们，靠自己去根据

客户的图纸再来完善这个产品。 20
多年慢慢地摸索过来，慢慢地打造外
国的市场。
婺源旺德福实业有限公司外贸
部经理朱德枝感慨地说，汪细明厂长
到厂里工作的 27 年， 一直是兢兢业
业。在他的带领下，实现了公司一个工
匠精神的升华。 这些年，年销售额大概
在 6000 万左右，年纳税也在 300 多万
左右，产品远销 20 多个国家。
1999 年，汪细明担任厂长。 随着
企业进行安全生产的深化改革，公司
的安全管理制度越来越严格，汪细明
耐心地对员工一一讲解安全生产知

劳模美
劳动美
工匠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