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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

8

月

12

日

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东进带领

市市管局、信州区市管局、市特检中心

相关负责人， 开展市中心城区电梯安

全监管调研。 此次调研旨在全面掌握

市中心城区电梯安全基本情况， 了解

电梯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

素，研究应对措施，总结经验做法，推

动我市电梯安全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汪东进实地查看了位于滨江东路

的建信商住楼小区电梯运行监管情况，

现场对小区电梯使用安全管理情况及

维护保养情况进行检查，并询问了电梯

使用和维保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查阅了

相关资料。通过调研，汪东进对市、区两

级市管部门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就下

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市场监

管部门以完善动态监管为主线，以防止

和减少安全事故， 遏制重大事故为目

标，立足于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建立和

完善，充分发挥安全监察、检验检测、监

管执法、 企业主体责任等综合作用，加

大隐患排查整治，促进隐患整改，确保

电梯安全运行。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尚未发

生相关电梯安全事故， 安全工作持

续保持平稳态势。

本报讯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

8

月

13

日， 市政协召开党组

（扩大）会、主席会，深入学习《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案件

审理室有关人员作辅导讲座。 市政

协主席程建平主持会议， 副主席程

观焰、黄统征、张晓洪、余忠效、毛敏

珍、张庆国，秘书长徐有林参加。

程建平强调，要深入地学习好、

认真地思考好、 切实地执行好《条

例》。 政协姓“政”，是讲政治、讲纪律

的地方，全体领导干部、全体党内党

外干部要把学习贯彻新修订《条例》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

治任务， 要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章党规结

合起来， 在全市政协系统掀起学习

宣传《条例》的热潮，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

践行“两个维护”，掌握核心要义，进

一步加强政协系统的纪律作风建

设，规范和引领党员、干部的思想行

为， 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大家的

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各级政协领

导，包括市政协领导、县（市、区）政协

领导，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

负责人，各专委会主任、各位主席会议

成员、各位机关干部都要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做自觉践行新《条例》的表率

和榜样，以实际行动推动《条例》在全

市政协系统的贯彻执行。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国

）近日，

江西省教育厅发布《关于

2019

年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推荐对象的公示》《关于

2019

年

全国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推荐对象的公示》。 在这些“重量

级”名单中，我市一批学校和教师

榜上有名。

记者了解到， 上饶县煌固镇

汪村学校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推荐； 鄱阳县莲湖乡四望湖小

学校长程风、 上饶中学教师翁红

英获全国模范教师推荐； 上饶市

一中教师朱逸飞、 余干县黄金埠

镇新庄小学教师封卫东、 广丰区

贞白中学教师余卫兰（女）获全国

优秀教师推荐。

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余干县

江埠乡党委委员、 米湾村第一书记吴

昆仑，自

2018

年

8

月驻村以来，他吃住

在村，积极投身到扶贫攻坚工作中，成

为全乡脱贫攻坚一线的“排头兵”。

“产业扶贫才是真正脱贫最主

要的。 老百姓一个是可以从这里入

股分红，第二个可以实现就业。 而这

个野鸭产业非常适合米湾村这边气

候养殖，而且收益见效快，米湾村

66

户贫困户全部已经入股， 预计在年

底每户贫困户至少能分到

2000

元左

右的分红。 ”吴昆仑对此信心满满。

如今不单有了“摇钱鸭”，村里

的菌菇产业发展势头也非常好。 去

年

9

月，首次给

54

位村民发放了户均

2500

元的分红款。 吴昆仑计划今年

继续拓宽增收渠道， 实现产业发展

多元化。“吴书记扶贫做得相当的

好。 在这里办的菌菇、养鸭，都有分

红。 大伙的日子越来越好。 ”贫困户

柳义发乐呵呵地说道。

米湾村是“十三五”贫困村，吴

昆仑放弃了双休日和节假日， 他想

尽快让村里的百姓脱贫。 他通过认

真学习和深入调研， 准确掌握了精

准扶贫各项政策， 并全面熟悉了脱

贫攻坚重点难点， 带领贫困户脱贫

致富， 在

2018

年顺利完成了脱贫摘

帽的任务。 余干县江埠乡米湾村主任

涂兵贵说，他有一种坚忍、刻苦、不怕

困难的精神。 给他们带来了很多项目，

还解决了很多实际性的问题。 比如老

百姓的一些难题，他都是上门去做，一

个个讲解政策。 以前很穷的那些贫困

户，基本上解决了贫困问题。

在吴昆仑的带领下， 村里还开

展了村庄环境整治行动， 新铺设了

排污管道、人行横道，完成了房屋改

造提升工程、圩堤护坡护栏工程等。

现在只要提起吴昆仑， 村民都会竖

起大拇指：这是个做实事、做好事、

会做事的好书记。 吴昆仑认为，村庄

环境提升以来，道路硬化了，路灯亮

化了，环境美化了，老百姓确确实实

在党和国家政策里面享受到了好

处。 每次走在村里，看见老百姓脸上

洋溢着笑容， 他的内心觉得非常满

足、非常自豪，觉得在这里工作付出

没有白费。

（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

本报讯

为加强城区道路交

通秩序管理， 实现车辆无乱停乱

放，人车分流，为广大群众营造安

全、畅通、有序的出行环境，

8

月

12

日， 横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

警结合工作实际， 在辖区各个路

口设置执勤点， 在主城区内开展

对两轮车、三轮车闯红灯、逆向行

驶、 占用路内停车位及其他交通

违法开展整治行动。

此次行动中， 共查处各类交

通违法

370

余起，其中拆除遮阳伞

300

把，电动车闯红灯

15

起，劝导

行人

30

起，其他违法行为

30

起。经

过此次整治， 乱停乱放等违法行

为明显减少， 进一步提升群众守

法意识。（

毛亚平

）

市领导调研电梯安全监管

市政协深入学习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我市一批学校和教师

拟获国家级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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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王梦莹

记者

王调翁

）

8

月

9

日， 记者从市新闻发布

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上饶经开区主

营业务收入达

445.35

亿元， 同比增长

11.24%

， 三大主导产业共完成

315

亿

元， 占全区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70%

，

“千亿园区”的目标已跃然纸上。

上饶经开区始建于

2001

年，

18

年发展历程中， 先后实现了三次提

升。 现如今，上饶经开区已有工业企

业

325

家

,

其中规上企业

146

家，高新

技术企业

85

家，产业工人达

6.3

万人。

2018

年， 上饶经开区成功实现一个

“大跨越”， 即在

2018

年商务部国家

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排名第

67

位，

进入全国前

70

强； 连续获得了开工

纳入统计项目数、实际进资“两个全

省第一”；成功申报了国家新型工业

化示范基地（光伏）、国家新能源汽

车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国家级绿

色园区“三个国字招牌”。 除此之外，

上饶经开区成立至今已累计获得国

家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台资企业转移承接基地、 国家光伏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国家光学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中国上市公司

最佳投资城市等多块“国字招牌”，

成长为了创新创业的先行区、 快速

发展的引领区、 大美上饶的新城区

和全省一流的开发区。

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 上饶经

开区通过大量实践摸索， 集中精力

发展“两光一车”三大主导产业，集

群效应显著。 在产业大发展的同时，

大力推进了城市高端综合体、 标准

厂房、邻里中心、医院、学校等十个

一批产城融合项目，总投资高达

200

亿元。 同时，引进两个世界

500

强企

业———绿地集团、恒大集团，通过借

助大公司、大品牌的力量，为经开区

从单一注重工业经济的工业园区

1.0

版本， 迈向产城融合为引领的

2.0

版

本提供强有力的发展支撑。

近几年， 该区资本招商和金融

创新试点工作走在了全省开发区前

列。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了全省首个

集金融、科技、商业、生活、休闲等为

一体的金融产业园， 目前已成功聚

集各类金融机构

100

余家，管理资金

超

700

亿元。

上半年上饶经开区三大主导产业

完成315亿元主营业务收入

吴昆仑：做好脱贫攻坚“排头兵”

横峰交警持续开展

交通秩序整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