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黑除恶在行动

时事·要闻2

责编 / 刘小国 版式 /黄靓 校对 / 曾春仙

2019.5.16 星 期 四

本报讯

（

刘露

记者

夏濛

）日

前，记者从上饶经开区获悉，今年

1

至

3

月， 该区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85.42

亿元，同比增长

7.44%

，在全省

国家级园区中排名第五； 工业利润

总额

7.81

亿元； 出口交货值

29.81

亿

元，居全省第二；投产工业企业

321

家，投产企业数居全省第五；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幅

9.90%

， 居全省第六；

工业从业人员

51551

人。

围绕光伏、 光学、 汽车三大产

业，上饶经开区瞄准主攻方向，集中

力量攻坚克难， 产业集群取得重大

进展， 打造世界光伏城、 中国光学

城、江西汽车城的“三城同创”计划

稳步推进。致力打造世界光伏城。该

区光伏产业规模占全省一半以上，

晶科能源组件出货量、 光电转换效

率、盈利水平均居全球同行业第一。

“四年双倍增”计划全面实施，即到

2020

年， 晶科能源及其关联公司将

形成千亿级光伏产业集群， 确立上

饶光伏产业在全球的龙头地位。 致

力打造中国光学城。 该区光学产业

规模高居全省首位， 龙头企业凤凰

光学公司月产光学镜片

2000

万片、

各类光学镜头

500

万只，产能稳居国

内首位、全球前三；通过与中电海康

战略合作， 落户一批智能制造新项

目， 推进光学产业中高端集聚区建

设，促进光学产业融合发展。 到

2020

年，光学产业年产值将达

200

亿元以

上，建成全国闻名的“光学城”。 致力

打造江西汽车城。 该区成为全省唯

一一个具有

4

个整车企业的工业园

区， 龙头企业汉腾汽车用不到两年

的时间， 完成了从建厂到产品下线

的目标，爱驰亿维、中汽瑞华、博能

新能源商用车等新能源整车项目进

展迅速。 到

2020

年左右，该区将形成

链条健全、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联

系紧密的汽车产业体系， 实现传统

乘用车投产

20

万辆， 新能源乘用车

投产

40

万辆，新能源客车、特种车投

产

2

万辆，新能源商用车投产

2

万辆，

汽车零部件企业集聚

100

家以上，主

营业务收入达

1000

亿元， 建成华东

地区重要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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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媛万川莹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5

月

14

日至

15

日，信州区东市街道建新路社区与五三（

2

）社区，先后启动为烈

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深入贯彻对退役军

人工作的重要指示，落实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要求，营造爱国

拥军、尊崇军人的浓厚社会氛围，进一步做好退役军人工作。

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上级要求，切实把为烈属、军属和退

役军人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作为一项暖心

工程，扎实开展好，营造全社会尊崇军人、拥军优抚的浓厚氛围。

工作人员前往退役军人代表家中挂上“光荣之家”光荣牌，这不

仅让退役军人感受到作为一名退役老兵的荣誉感、 获得感及归

属感，也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党委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本报讯

（

郭小平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5

月

15

日， 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组织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文艺

小分队来到广丰区开展宣传活动，

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扫黑除恶”专项

行动工作的认识，增强群众参与“扫

黑除恶”的决心和信心，为营造风清

气正、民风淳朴、和谐安宁的生活环

境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 该局组建的这支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文艺宣传小分队成员

均为局机关热爱文娱活动的干部职

工， 他们用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国家

的热爱，精心编排了快板、舞蹈、小

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通

过走村串巷， 送节目到居民居住小

区、建筑工地等形式，普及扫黑除恶

相关知识，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同时，还向居民们与建筑工人开

展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与创国卫宣

传。 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前往全市

各县（市、区）表演了

60

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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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少青

特约

记者

邱小翠

）

5

月

12

日，上饶爱尔

眼科医院三周年庆暨眼科学术高

峰论坛盛大举行。 来自武汉、长

沙、南昌等城市的眼科专家，以及

赣东北地区

70

多名眼科同仁欢聚

一堂， 共同探讨常见眼部疾病的

发展趋势和诊疗方式， 更好地为

广大患者服务！

会上， 各地专家们针对眼科

新技术、新方式进行了广泛讨论，

分享了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科研

成果和进展， 让到场的眼科同行

颇多收获。

据悉， 上饶爱尔眼科医院将

牢记“使所有人，无论贫穷富裕，都

享受眼健康权利”的使命，不断强

化经营管理， 提升医学领域知识，

建立行业典范，为饶城百姓的眼健

康提供先进的医疗技术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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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三清山秀美

乡村建设， 加快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大力做好“乡村

+

旅游”文章，

5

月

12

日，三清山枫林镇召开项目

建设百日攻坚活动动员大会，再

掀项目建设新高潮。

围绕如何全面完成枫林镇八

磜上下横旦搬迁、 八磜横旦环形

自行车赛道、八磜奉献园、三清书

院、桥坞度假区、志敏大道、杏花

街公路建设等重大项目建设征地

拆迁等工作， 大会作了积极动员

与详细部署。 要求全体干部职工

以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决心， 以精

细精准的举措和方法， 以铁血和

铁腕的意志和纪律， 打好项目百

日攻坚战。

此次行动将全面推进项目建

设， 加快促进枫林旅游特色小镇

发展，真正做好“乡村振兴，旅游

先行”文章，助推三清山打造全域

优质旅游景区。（

余水荣

）

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185.42亿元

上饶经开区交出满意成绩单

市住建局文艺宣传小分队巡回演出

编排文艺节目 宣传扫黑除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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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5

月

14

日下午，记者从市体育彩票管理

站了解到，信州区带湖路

38

号体彩销

售点一彩民喜中大乐透一等奖，获得

1012

万元的巨额奖金，这也是我省唯

一一注一等奖。

该销售点工作人员陈小辉告诉

记者，

13

日

21

时

15

分，他在查看中奖

信息时， 看到自家的网点中了

1000

万元的大奖，看到中奖号后，他觉得

数字很是熟悉， 很像平时一个彩民

群（

30

人自由组合）购买的。“我就打

电话去问他了， 说是不是你的号码

中了

1000

万元， 仔细核对后发现真

的是他，当时我和他都很激动。 ”陈小

辉说，当时对方还不知道中奖了，直到

打电话与他核对了号码之后，才确信

中奖的是他这个组合。

据陈小辉介绍， 这个中奖的彩

民群， 已经在他的销售网点买了一

年多时间的彩票， 平时也会偶然中

一些小奖，这次终于守来了一等奖。

这个彩民群每期都买了， 而且一直

买的都是同一注号码， 好像是幸运

数字， 所以开奖的时候他就觉得号

码很熟悉。

市体育彩票管理站工作人员刘

军说，自今年体彩启用新规则后，小

复式投注成为了不少技术型购彩者

经常选择的大乐透投注方式， 而且体

彩销售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如果大

家想开设电脑体育彩票代销点， 可以

向体育彩票管理站进行申报。

上饶爱尔眼科医院

举行第三届眼科

学术高峰论坛

三清山再掀项目

建设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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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让广大师生

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广丰

芦林学校结合本土传统茶道礼

仪，别开生面地开展了茶艺文化

入校园活动，向学生们展现以茶

待客、以茶会友。 中学部全体师

生和部分小学部学生代表，聚集

在校体育场，认真观看了这一盛

大的茶艺文化盛宴。

活动中，茶艺师在古筝表演

配合下进行了现场展示，高级评

茶员作细致的品茶讲解。 这场古

色古香的茶艺活动，让师生们深

深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

刘仁和 翁燕

）

广丰茶艺文化进校园

1000万元从天而降 彩民乐了

尊崇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

东市街道启动悬挂光荣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