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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

调翁

）

8

月

12

日上午， 首届方志敏文学

奖启动仪式在饶举行。《人民文学》杂

志社主编施战军、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黎隆武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丁晓

胜讲话，市委常委、副市长雷平主持。

丁晓胜指出，近年来，上饶市积

极推进红色基因传承， 坚持以多样

的艺术形式，讲好方志敏革命故事，

弘扬好方志敏革命精神， 推出了一

批优秀红色文艺精品，在全国、全省

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说，设立

方志敏文学奖主要目的就是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进一步推动

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农村文学创

作， 推出更多的思想精深、 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并通过这

些作品的广泛传播， 引导激励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点燃信仰的火花、凝

聚信仰的力量，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推动方志敏同志憧憬的“到处都

是活跃跃的创造

,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的变化”， 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

希望全球华语作家踊跃创作投稿、

共同参与赛事， 也希望各地各级作

家协会、文艺团体组织积极参与，为

方志敏文学奖推荐优秀作品。

本报讯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

8

月

9

日，

2019

年中国网上粮食

市场早稻交易会在我市举办， 来自赣

浙闽皖

168

家企业

400

余人参会。

本次交易会组织网上采购粮源

9.5

万吨，网上竞价交易成交

8.64

万吨，

同比增加

80%

；成交金额

2.19

亿元，同

比增加

76.6%

。网下现场洽谈意向成交

10.5

万吨， 同比增加

23.53%

； 金额达

2.66

亿元，同比增加

8.57%

。

2010

年以来， 赣浙闽皖以产销

区早稻网上交易为载体， 举办中国

网上粮食市场早稻交易会， 今年已

是第十届。 十年来，交易会充分发挥

了巩固粮食产销合作关系的桥梁纽

带作用， 有效地促进了粮食购销及

经济技术合作，成为优势互补、密切

协作、惠及“三农”、多方共赢的现代

粮食流通盛会。 希望上饶未来可以

加强与各地企业的合作，投资兴业、

合作发展、共创辉煌。

本报讯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摄影报道）

8

月

9

日下午， 第

5

届

CCTV

“梦想中国”全国青少年电

视精英盛典上饶赛区活动在市艺术

中心举行。

此次活动由市文明办主办，以

“我和祖国共成长”“弘扬志愿精神·

绽放大美上饶”为主题，旨在履行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

象的光荣使命，并通过艺术的形式，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 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

新风。 活动内容包括第

5

届

CCTV

“梦

想中国” 全国青少年电视精英盛典

上饶赛区晋级赛、 文艺汇报演出及

颁奖环节。

在晋级赛与文艺汇报演出中，

我市各地青少年通过民族舞、街舞、

模特走秀、古诗朗诵等形式，用热情

的表演点燃夏日的激情， 为现场观

众带来一场激情澎湃的视听盛宴。

此次上饶赛区最终评选出

19

个晋级

奖节目， 将前往北京参加全国青少

年电视精英盛典总决赛。

本报讯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

8

月

8

日下午，南京林业大学

有关人员来饶考察上饶高铁经济试

验区， 参观入驻高铁新区的校友企

业三喻物联网科技， 与省市林业局

和企业负责人座谈， 交流木材产业

新型发展模式。

考察组一行首先参观了上饶高

铁经济试验区文化创业展示中心和

经济服务智能大厅，随后，在南京林

业大学校友兴办的三喻物联网科技

大数据产业运营中心， 就林业发展

趋势与互联网技术下的木材家居产

业展开座谈。 上饶高铁试验区管委

会有关人员欢迎南京林业大学来上

饶参观指导， 并向调研人员详细介

绍了上饶正着力打造一流的物流产

业园，对入园企业提供“妈妈式”服

务模式，实现产业发展。 试验区将借

助高校力量， 建立人才与科研实习

基地，引进人才与项目，助力上饶高

铁经济快速发展。

考察组认为， 上饶高铁试验区

和三喻物联网科技让他收获颇丰。

运用互联网技术， 推进林业木业和

家居产业链的工艺技术创新， 开拓

了思路。 三喻产业链结合国外产业

园、武威国际陆港口岸、国内的几个

大型家居产业园， 最后在上饶设立

物联网以及大数据中心， 形成了一

个生态闭合的木业产业链。 在国内

属于首创， 对于国内的木材产业以

及家具企业有很大的启发和引导作

用。 校友联合创业理念相通，心意相

通，形成了巨大的合力。

本报讯

（

江建峰

记者

王涛

摄影报道）

8

月

10

日—

11

日， 市红

十字会举办了

2019

年红十字应急

救护（养老服务）师资授课技能竞

赛暨教学能力提高培训班。

此次竞赛经各县市区红十字

会推荐， 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红十

字应急救护（养老服务）志愿者老

师们从心肺复苏、创伤救护、老年

人心理照护、 常见心理问题与沟

通技巧等十方面内容展开了授课

竞技， 为此次大赛奉献了一场场

内容丰富、技艺超群的精品课。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红十字应

急救护（养老服务）培训师资教学

能力和水平， 加强全市红十字应

急救护（养老服务）培训师资队伍

建设，赛后，专家就如何上好红十

字应急救护（养老服务）课作了专

题讲座。

本报讯

近期以来，玉山出现

持续高温天气， 给一线执勤的民

警带来不小的“烤”验，玉山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战高温、斗酷暑，确

保辖区道路平安畅通。

针对高温天气下最易出现酒

后驾驶、疲劳驾驶等现象，大队科

学调整值班备勤制度， 除全力做

好每日城区交通高峰期的站岗执

勤外，在重点时段增强巡查力度，

特别以辖区国省道为重点， 加大

对易燃易爆危化品运输车辆的检

查力度，最大限度强化源头管理，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同时， 该大队积极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 统一为执勤民警配发

防晒工具，发放防暑降温药品，并

组织机关民警轮流替换在高温下

站岗执勤的民警，防止民警中暑，

充分保障民警战斗力的可持续

性。 （

余水荣

）

首届方志敏文学奖

启动仪式在饶举行

2019中国网上粮食市场

早稻交易会在饶举办

全国青少年电视精英盛典

走进上饶

玉山交警积极应对

高温“烤”验

2019

年红十字

应急救护（养老服务）

师资授课技能竞赛开赛

南京林业大学来饶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