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抚州讯 （记者温凡）6 月 11
日，抚州市玉茗远大装配式建筑生产
基地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崇岗镇仙
溪村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10亿元，
占地面积 231 亩，总建筑面积约 14.5
万平方米，共分两期建设，一期项目
计划 2018 年 11 月底竣工投产。这是
抚州绿色建筑产业园的第一个落户
项目。

近年来，抚州市把
推动装配式建筑发展
作为促进建筑业转型
升级、打造绿色生态产

业的重要抓手，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
进展顺利，已在全市2018年重点建设
项目、工业园区标准厂房项目、旅游景
区项目中确定实施一批装配式建筑项
目，总建筑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基
地建成投产后，还将设立3D打印研发
基地，积极整合装配式建筑与3D打印
技术，全力提升装配式建筑产业内涵，
力促抚州建筑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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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重大项目现场的报道

聚焦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合作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
的讲话《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

同体》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共同体》单行本出版

本报上饶讯 （记者祝学庆、吕玉
玺）6 月 12 日上午，上饶市 2018 年市
县两级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
集中开工项目 191个，总投资 918.6亿
元。从项目分类看，产业类项目 97
个、基础设施类项目 59 个、公共服务
类项目30个、生态环保类项目5个；从
投资规模看，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30
个，投资 50 亿元和 100 亿元以上项目
各1个。

此次集中开工的 191 个项目，既
有聚焦“转型升级”的产业项目，又有

聚焦“功能品质”的城建项目，还有聚
焦“生态文明”的环保项目。随着这些
项目的开工建设，将为上饶产业升级
注入新的活力，为各地城乡建设增添
新的亮点，为上饶高质量发展积蓄新
的动能。

据了解，今年上饶确立了市重大
项目共311个，其中纳入省级重大项目
6个、居全省第三，省重点项目32个、居
全省第一，总投资3664.5亿元，当年计
划投资 1076.81亿元，截至 5月底完成
投资426.7亿元，占年计划39.63%。

上饶191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赣州讯 （记者唐燕 通讯员
陈泉淞）6月11日，赣州市举行了2018
年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当日，在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犹县、崇义
县、于都县、石城县、寻乌县等 6 个会
场，共有 59 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
投资达359.56亿元。

今年以来，赣州市坚持抓早、抓
紧、抓实重大项目，共举行项目开工
活动 21 次，启动或开工建设重大项

目 245 个，攻坚热情更加高涨，氛围
更加浓厚，项目推进更加有力。截至
5 月，全市 305 个省大中型项目在建
284 个，完成投资 328.2 亿元，年度投
资进度达到 42%；全市 223 个省市县
三级联动项目开工 156 个，开工率达
到 70%，完成投资 135.7 亿元；全市
105 个市重点工程项目在建 93 个，完
成投资 444.3 亿元，年度投资进度达
43.8%。

赣州5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抚州绿色建筑产业园首个落户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张玉珍）6月11日，省
政协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重要思想。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姚
增科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谢
茹、汤建人、刘晓庄、陈俊卿、肖毅、刘
卫平出席。

姚增科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重要
思想，是当前全省政协系统首要政治任
务，是管思想、管立场、管方向、管原则、
管长远、管方略的政治，要对标中共中
央，对表全国政协，从理论与实践、历史
与现实多维度深刻认识核心要义、精神
实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学出忠诚
自觉，坚决维护核心看齐核心；学出理
论坚定，筑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学出
本领提升，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学出作
为彰显，展现新时代新作为。要坚持问
题导向，把自己和本单位、本部门摆进
去，解决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弥补

政治、思想、纪律、作风各方面存在的短
板与不足。履职做事，既讲政治，又讲
策略，既有激情，又有办法。注意一般
与特殊结合，读书与读人结合，文来文
往更要人来人往，知上下、明左右、晓内
外，善听真话又讲真话，力戒用错误的
方法干正确的事，辛辛苦苦做“无用
功”。要进一步严起来、紧起来、硬起
来，把握好政协组织与政协机关、政协
委员与政协干部、政协上级与政协下级
的关系，切实发挥党组的核心领导作
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领导
干部的带头作用，党内委员和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
武器，增强政协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
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加快政协信息化
建设，提升机关服务质量效率。

学习会上听取了重点发言、“接续
发展我建言”收集意见建议落实情况的
汇报，并就省政协抓党建、抓管理、抓作
风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省政协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专题学习会
姚增科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李冬明）6 月 12 日，
2018 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南昌举
行。省委书记、省长刘奇在会议开幕前
会见了教育部副部长孙尧等中外嘉宾
一行。开幕式上，刘奇、孙尧致辞并见
证合作协议签署。

省领导赵力平、吴晓军出席，孙菊生
主持。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
校长林忠钦，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理工
大学校长张清杰，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
滨工业大学副校长韩杰才，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文海，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等，以
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新材料、航空航天技
术等领域，共商合作发展之计。

刘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会议召开
表示祝贺，感谢教育部和中外专家学者
对江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他
说，创新是时代发展的永恒主题，加快
创新需要开放合作。近年来，江西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具有较好的
产业基础、坚实的平台支撑、专业的人
才队伍和良好的机制保障，为推进产学
研用融合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刘奇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科技创新空前
密集活跃，加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越来
越成为决定科技创新水平的关键所在。
江西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坚定不移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共
享、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大力推进
产学研用合作，促进高质量发展。希望
各位来宾深入交流探讨，提出真知灼见，
指导帮助江西产业发展。希望加强与中
外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科研联合攻关、
人才联合培养和创新成果共享。江西一
定做好服务，让广大专家学者、企业家在
江西发展放心、安心、舒心、称心，努力实
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孙尧致辞时说，近年来，江西经济社
会发展特别是创新发展态势良好。中国
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在产学
研用领域合作基础深厚。本次会议围绕
江西的特色产业，聚焦新材料、航空航天
等相关领域，进一步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与企业合作交流取得更大成效。教育部
将致力于推进国际产学研用深度合作，
支持南昌大学、南昌航空大学与国内知
名院校的合作交流，促进江西重点企业

和重点产业创新发展，让更多普通百姓
受益于产学研用合作。

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信息司副
司长慕尔科娃·玛利亚·弗拉基米罗夫
娜，白俄罗斯国立技术大学副校长巴哈
诺维奇·亚历山大，乌克兰哈尔科夫航空
大学校长助理马尔科维奇·谢尔盖·叶夫
格尼耶维奇先后致辞。他们介绍了各自
在产学研用领域的特色优势，希望双方
增进传统友谊，发挥各自优势，为高校和

企业建立持续合作的机制和桥梁，进一
步拓展合作领域和层次，推进双方产学
研用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开幕式上，南昌大学与俄罗斯科学
研究技术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科研
合作协议，与俄罗斯基伦斯基物理研究
所、江西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了三
方合作协议。南昌航空大学分别与白俄
罗斯国立技术大学、白俄罗斯国立信息
及无线电技术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6月12日，2018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南昌举行。省委书记、省长刘奇在会议开幕前会见教育部副部长孙尧等
中外嘉宾一行。开幕式上，刘奇、孙尧致辞并见证合作协议签署。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2018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南昌举行
刘奇致辞并见证合作协议签署

编者按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从今天起，本报“高质量发展江西行动”栏目推出“寻找创新新动
力”系列报道，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企业和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中，探寻江西创新发展的
蓬勃力量，进一步激发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敬请关注。

本报讯 （记者黄继妍）丰城市一家体量并不很
大的企业，其行业地位和江铜集团一样——业内规
模全国第一、全球前三。这家企业，是江西华伍制动
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伍 25 年专注一个领域，不仅彻
底打破“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而且抢占了全球
26%的市场份额。像华伍这样小而强的企业，有一
个响亮的名字——“隐形冠军”。专家认为，加速“隐
形冠军”的集群崛起，将创造江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
光明未来。

华伍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5%。其在
全球市场崭露头角，迫使国际竞争对手大幅降价维
持市场份额。尽管如此，华伍依然继续着昂扬的上
升趋势。“向特色优势要竞争力”——一批像华伍这
样的企业，正在改变江西工业在全国乃至全球竞争
舞台的位置。尤其在航空、中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等领域，江西企业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大进军。目
前，我省通用飞机等 15 个细分领域产品，“挤入”了

“中国制造 2025”分省市指南；晶能光电硅衬底 LED
技术开发及产业化等 5 个项目，被列入国家工业强
基示范工程扶持计划；九江石化等 8 个项目，获批国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江西在工业创新高地的
建设上也取得突破——赣州市成功获批首批“中国
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据了解，目前，我省已有
11 家企业跻身中国制造业 500 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突破 300家。

江西的发展已经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
有江西经济的崛起。近年来，江西发展速度连续位居
全国“第一方阵”。其最有力的支撑，就来自工业，尤
其是制造业。2017年，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列全国第五、中部第一。

站在新的起点上，我省先后出台《关于贯彻落实
〈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入实施工业强
省战略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江西传统
产业优化升级行动计划》等文件，以创新为核心，以数
字经济为引领，加快构建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
服务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规划，到
2020 年，我省将力争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万亿
元，高新技术产业占比35%以上。

“小块头”华伍昂首全球前三

“隐形冠军”点亮江西工业未来

相关报道请见——

华伍争锋
（详见B1版）

本报南昌县讯 （记者范志刚）6 月
12 日晚，南昌县（小蓝经开区）“相约莲
花季·共筑昌南梦”第二届莲花经贸文
化节在美丽的澄碧湖畔开幕。本届经
贸文化节将持续到7月中旬。

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记者在澄碧
湖南苑广场看到，中心矗立着一座“盛
世莲花”雕塑，雕塑由四片火红的花瓣
和八簇金黄的花蕊组成，寓意着“诚邀
四海之宾，广聚八方来客”。（下转A3版）

南昌县第二届莲花经贸文化节开幕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转交办环境问题及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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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江西乡村振兴高峰论坛聚焦——

乡村振兴：找准突破口 探索新路径
详见B2-B3版

本报讯（记者郑颖）6月12日，记者从江西省
配合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协调联络组获
悉，截至6月11日20时，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
组已向我省移交11批信访问题线索共779件，其
中重点信访问题线索306件，我省已全部转交问
题属地办理。目前，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向
我省第一批交办的20件信访问题线索已全部办
结，并分别在属地及省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开。

我省高度重视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察组移
交的信访问题线索，要求各地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边督、边改、
边查，坚持做到每件事有着落、有责任、有结果。
为更好配合中央环保督察组各项工作，全省各设
区市均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组织机构，自觉
主动接受监督，认真整改，在短期内能够完成整改
的“立行立改、即知即改”，做到快速行
动；对受客观条件限制而短期内不能完
成整改的，落实责任，制定时间表、路线
图、任务书。在加大对问题信访线索办

理的同时，我省还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确保
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取得实效。

据了解，从目前移交的信访问题线索看，群
众投诉比较集中的主要是大气污染395件、水污
染332件、噪音污染79件、生态破坏77件、土壤污
染63件，有的信访问题线索涉及多种污染类型。
首批办结的20件信访问题中包括南昌市7件，九
江市5件，赣州市4件，新余市、宜春市、吉安市、抚
州市各1件；从办结的信访问题线索污染类型看，
大气污染9件，水污染10件，噪音污染4件，生态
破坏2件，土壤污染3件。在第一批信访问题线索
办理过程中，我省还对南昌县环保局副局长廖永
新、南昌县环保局小蓝分局赵建华、小蓝经开区经
发部副部长万毅、小蓝经开区经发部企业服务处
处长熊武等4名同志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我省加大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移交信访问题线索办理力度
已移交11批共779件，首批20件办结、4人被追责

朝美领导人首次会晤在新加坡举行
签署联合声明 确定半岛无核和平目标

（详见B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