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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
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
的灵魂。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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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大家谈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
的生死存亡。5月10日，省委高规格召开全省作风建
设工作会议，刘奇书记深刻剖析了作风建设中存在的

“怕、慢、假、庸、散”等突出问题，动员全省上下
行动起来，一起动手来一次作风问题“大起底”“大
扫除”，切实把坏风气破除掉、把好作风立起来，努
力把总书记为我们擎画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美好现实。
刘奇书记的讲话全面系统总结了我省工作作风存在的
问题，针针见血、振聋发聩，直击灵魂、发人深省。

加强作风建设需要领导干部当好改进作风“领头
雁”，做思想上的先行者，在政治上保持清醒，认清加强
作风建设的危机感、紧迫感，增强加强作风建设的自觉
性、坚定性；做行动上的领跑者，带头走在前面、干在前
面，以过硬作风展现人格魅力、增添精神动力，把党员
干部紧紧凝聚在一起，扎实推进干部作风建设，为实现
新时代新使命提供强劲动力。今后，我将从三个方面

抓起，努力争做作风建设的三个表率。
一是筑牢中心意识，争做真抓实干的表率。紧紧

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努力把市委市政府的决
策主张和重大部署变成自觉行动，在服务大局中用心
谋事、扎实干事、努力成事，敢于担当，真抓实干，
为我市“双创双修”工作、“3+1+X”产业体系构建、
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增进人民福祉等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实利益的实际问
题建言献策、凝聚人心、履职践行，为推动全市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二是筑牢发展意识，争做开拓创新的表率。增强
服务发展大局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在“打造一座与世
界对话的城市”战略行动中有情怀、有担当、有作
为，深入研究适应发展形势的新方法、新举措，带头
转变观念，带头开拓创新，克服求稳和保守思想，充
分发挥政协“人才库”“智囊团”“连心桥”的特色优

势，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日常工作的
协商、视察等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善谋转型之策，多
建创新之言，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三是筑牢自律意识，争做改进作风的表率。“逆
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
滞”，我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
作风建设等各项规定，及时梳理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立行立改，带头践行“两学一做”，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改善工作方法，多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坚持高起
点、高标准、高要求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以作风建设引领履职新作为
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 张学锋

距省运会开幕
还有81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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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喻帆）8月6日
至7日，副省长孙菊生在我市就高
校发展和省运会筹备工作进行调
研。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小平随同调
研。市委书记钟志生，市长梅亦，市
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吴隽，副
市长熊皓、张良华，市政协副主席
孙庚九等分别陪同调研。

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孙菊生一
行考察了校美术馆、国家日用及建
筑陶瓷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
果展厅等，详细了解了学校师生陶
瓷艺术创作、陶瓷科研成果，并就
推进景德镇陶瓷大学加快发展、传
承创新陶瓷文化等进行座谈。

孙菊生指出，景德镇陶瓷大学
是培育我省陶瓷产业人才、推动景
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重
要平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
定文化自信，积极促进“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希望景德镇陶瓷大学能
抢抓历史机遇，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结合现代技术、现代手段
推进陶瓷教育，增进陶瓷文化国际
交流，努力建设传承和传播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基地，以中国陶瓷讲
好“中国故事”，进一步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增添发展新动力。

第十五届省运会各项筹备工
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孙菊生一
行先后来到景东游泳馆、综合训练
馆、市体育场和浮梁县体育馆，实
地检查省运会各比赛场馆建设情
况，听取省运会开幕式创意方案汇
报。

孙菊生指出，场馆建设是省运
会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在确保
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场馆施
工进度，确保优质高效完成任务，
为省运会的顺利举办打下坚实基
础。要统筹考虑好省运会后体育场
馆的运营和维护工作，提高场馆利
用效率，满足人民群众运动和健身
需求。要精心组织策划好省运会开
幕仪式，确保开幕式紧密契合党的
十九大关于“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
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重
要精神，充分展示我省积淀深厚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千年瓷都景
德镇的地域特色，完美呈现新时代
背景下江西省群众体育和竞技体
育的发展成果。

在景期间，孙菊生一行还考察
了智慧管廊大厦、马鞍岭村和三宝
蓬，对我市近年来城市建设与环境
综合整治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汪涛）近日，省财政厅、省水利厅联
合下达2018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省级水利专项资金。我市
争取到8112万元资金用于江河湖库水系连通和生态流域建
设，为深入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加快全市水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资金支持。

此次下达我市的中央水利发展资金6312万元用于南河
生态水系连通工程建设，省级水利专项资金1800万元用于包
括昌江百里风光带（浮梁段）、西河生态流域综合治理、茶山
片区及湖田南河片区防洪排涝设施、乐平市磻溪河生态流域
综合治理、珠山区“双创双修”水利项目等生态流域建设。

我市争取资金8000余万元
改善流域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经济带建设“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是推进长江经济带建
设的总方针和总遵循。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拥
有152公里长江黄金岸线，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地位
突出、责任重大。近年来，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战略定位，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契机，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举全省之力打造
水美岸美产业美的长江“最美岸线”，为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贡献“江西力量”。

坚持全省“一体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江西
具有相对独立的流域生态系统，境内赣江、抚河、信
江、修水、饶河五大河流经鄱阳湖流入长江。保护长
江生态环境，必须在全流域污染防治上下功夫。我们
把“五河两岸一湖一江”作为一个整体，坚持全域治
理、全域保护、全域建设，全面加强水污染治理、水生
态修复和水资源保护“三水共治”，大力开展长江岸
线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近年来，开
展了非法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工业园区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城镇污水、饮用水源地、入河排污口
等专项整治工作，有效整治“散乱污”企业，仅长江九
江段港口“非法码头”就拆除74座85个泊位。扎实开
展“净空、净水、净土”行动，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提升。全省空气质量优良率86.2%；国家考核断面水
质达标率92%，确保一湖清水入长江。

坚持治理“系统化”，打出生态修复组合拳。生态是
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
环的自然链条。我们牢固树立生命共同体意识，坚持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大力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方位守护
好江西的绿水青山，筑牢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屏障。坚
持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实施森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重大生态质
量提升工程，着力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
络。目前，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1%。

坚持发展“绿色化”，走出绿色崛起新路子。绿色
发展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治本之策。我们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产业生
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思路，加快构建以绿色工业、现
代服务业、生态农业为主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
业体系，努力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通道，
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推进绿色崛起。
坚持创新引领，大力发展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等优势
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文化
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水平

提高。充分发挥绿色生态优势，发展生态农业，打造
一批全国知名的绿色食品生产基地。全省服务业增
加值占GDP比重达45.6%，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16.9%和33%，经济发展的“绿色含量”不断提高。

坚持管理“法治化”，做好制度创新大文章。保护
长江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我们坚持

“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建机制，构建具有
江西特色、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定《江
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条
例》等一批地方性法规，完善了全省环境保护法规体
系。积极推进省域空间规划编制、“多规合一”试点、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等工作，出台重点生态功能
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建立了最严格的管控制度。
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实施全域生态补
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领域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
接机制，实现了涉水规划、河湖监管、行政执法“三个
统一”。建立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出台了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实施细则。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更高标准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给子孙后代留
下“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好环境。

（原载8月7日《经济日报》）

共同打造水美岸美产业美的长江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刘 奇

利用千年陶瓷品牌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开栏的话：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对景德镇情有独钟；他
们有着不一样的肤色，却对中华文化深深迷恋；他们
的经历各不相同，却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
市……

一直以来，陶瓷是中国文化、世界语言，讲述中
国的故事。正因为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他们不约而
同地从世界各地“漂”到这里，我们亲切地称呼他们
——“洋景漂”。

今日起，本报推出《“洋景漂”讲CHINA》专
栏，通过面对面的对话，带您走进“洋景漂”的“景
德镇时间”，倾听他们共同的寻梦之旅中各不相同的
陶瓷故事、景德镇故事和中国故事。

我叫瑞恩·喇叭 （Ryan LarBar），是美国人，
现在陶溪川启尧居从事陶瓷创意艺术方面的工作，我
来景德镇已经3年了，在这里建工作室，交朋友，还
在这里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在景德镇的三年时间
里，我逐渐融入了这里并爱上了这座千年古镇。在这
里，我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园。

我之所以从美国来到景德镇，是因为景德镇是世
界陶瓷之都，两千多年前甚至更久以前，这里就开始
制作陶瓷，而我作为陶瓷爱好者，来到这里就相当于
朝圣。我从事陶瓷行业已经23年了，来到这里可以

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景德镇实在太神奇了，这里独

特的文化产业氛围给我带来了不少
惊喜，在这里，所有的原材料包括
其他创作需要的东西就在我的身
边，非常方便。还有很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艺术家都在这里创作，可以
说景德镇每天都有很多新鲜的事物
诞生，也让我感觉到景德镇这座城
市存在无限的可能，这些因素给我
的创作提供了很多的灵感。我自己
原来就有做生活器皿的基础，可现
在我已经不局限于做这些了，而是
更倾向于用这些基础的东西创造全
新的艺术作品。在设计艺术和功能
性作品中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我未来
的创作方向。

我来景德镇最大的感触，就是
感觉到景德镇这座城市对陶瓷的特
别尊重。在美国，陶瓷的重要性没
有被很好地认知，但来到景德镇，
我高兴地发现这里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景德镇有浓郁的文化创作氛
围，和对陶瓷文化的专注和尊重。
我虽然不会中国话，但是已经逐渐
习惯通过陶瓷这一种独特的语言与
景德镇这座城市对话与交流。三年时间，从我的工
作室运往各地展览和销售的陶瓷系列已经有25个
了。

这些年景德镇变化真的很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陶溪川的变化，它从一个老工厂逐渐蜕变建立起
来，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理想中的生活和工作的绝佳之
所。而且，从陶溪川的变化可以折射出景德镇的变

化，就像我们陶溪川国际工作室做得很好，大家都向
我们国际工作室看齐，因为每个工作室都想做到最
棒，大家就会越来越好。而从大的范围来讲，陶溪川
就是景德镇的一个小局部，它已经在变化了，大家都
想着超越陶溪川，整个城市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如果
条件允许，我会选择一直待在这里。

（瓷都晚报记者 余辉 记录整理）

喇叭（Ryan LarBa）：我在景德镇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园

人物名片：
姓名：Ryan LarBar
中文名：喇叭

国籍：美国
工作地点：陶溪川启尧居
景漂龄：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