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
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
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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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
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0 月 10 日下午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
铁路规划建设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强调，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关系
国计民生，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
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
力，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
家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规划建设川藏铁
路，对国家长治久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一定把这件
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
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
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
管理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和
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汇报。
会议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
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
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发
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政治优势，防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
公认。同时，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总体
还比较弱，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是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是关系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
事，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
必须抓紧抓实。
会议强调，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
“四个意识”，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
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综合减
灾、统筹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要坚持党的
领导，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
然灾害防治格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生态优
先，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坚持
预防为主，努力把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
降至最低；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
防治体系和防治能力现代化；坚持国际
合作，
协力推动自然灾害防治。
会议指出，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
环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要实施
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
握风险隐患底数；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
生态修复工程，恢复森林、草原、河
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系统功能；
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建设生态海
堤，提升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
能力；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
程，提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
水利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
系；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
搬迁工程，落实好“十三五”地质灾害
避险搬迁任务；实施应急救援中心建设
工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救援中心；
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程，提
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实施自
然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提高我国
救援队伍专业化技术装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
一、巩固边疆稳定的需要，是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治藏方略的重大举措。要把握好科学规划、技术支撑、保
护生态、安全可靠的总体思路，加强统一领导，加强项目前期工作，
加强建设运营资金保障，发扬“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高起点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工程规划建设。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距省运会开幕
还有 17 天
江西风景独好 省运如
“瓷”
多娇

创新引领

增进睦邻友好 深化合作交流
2018 第二届日本工艺九谷烧展在景举办
钟志生宣布活动开幕 宫本雄二梅亦致辞
的、最新的发展情况。九
谷烧的发展，就像与其他
日本文化一样，受到了来
自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在向中国学习的同
时，日本的能工巧匠们又
融入了自身独特的审美韵
味，这使得九谷烧发展至
今。对于今天九谷烧能够
荣归故里，我感到非常高
兴。
宫 本 雄 二 表 示 ，源 于
中国的文化到日本发展，
在日本发展之后又回到中
国。日中两国文化在交融
中发展，是新时代日中交
流的一种形式。今年是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
年，希望大家继往开来，携
手努力，发扬光大传统文
化，使日中之间诞生新的
友谊和信赖，共同开创新
10月10日下午，
钟志生宣布2018第二届日本工艺九谷烧展开幕。 （记者 刘定远 摄）
的时代。
受市委书记钟志生委
本报讯（记者 吴绍斌）10 月 10
持开幕式。
托，梅亦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专程
日，由景德镇市人民政府与日中友
宫本雄二代表日中友好会馆向
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日方相关人士和
好会馆、日本石川县能美市政府共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石川县能美
嘉宾以及远道而来的日本艺术家和
同举办的 2018 第二届日本工艺九谷
市、九谷烧陶瓷器商工业协同组合
各界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梅亦表
烧展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开
联合会、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等
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
幕。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钟志生宣
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日中友好
源远流长。今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
布活动开幕，今年瓷博会的序幕也
会馆从两年前进入中国，开始推介
条约缔结 40 周年，本届九谷烧展不
随之徐徐展开。公益财团法人日中
日本传统文化。2016 年，首届日本
仅是中日陶瓷界的一次交流互鉴，
友好会馆会长宫本雄二、
景德镇市人
工艺展的主题是“高岗漆器”。这
更表达了两国人民睦邻友好、深化
民政府市长梅亦在开幕式上致辞。
景
次第二届日本工艺展，我们带来了
合作、共赢发展的真诚愿望，可谓
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良、
景德
“九谷烧”
。
恰逢其时。
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熊皓、
景德镇市
宫本雄二说，日本九谷烧独具
梅亦说，九谷烧历史悠久，自
政协副主席张学锋、
景德镇市人民政
特色，令人过目难忘。这次我们带
公元 1655 年江户时代前期大圣寺藩
府秘书长张维汉出席开幕式。
熊皓主
来的作品，体现了当前九谷烧完整
在九谷村开窑以来，吸收并完整保

成 功

改革攻坚

精 彩

留了中国明代传入日本的彩绘瓷器
技艺，并以日本民族特有的严谨与
一丝不苟的精神沿革着这种工艺和
工序，融入了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民
族特色，历经 360 多年的发展，现
已成为日本国家级传统手工艺品，
世界名瓷一大品种。九谷烧光彩端
庄、内敛持重的艺术表现，极大地
丰富了陶瓷装饰的形式与技法，值
得认真学习与借鉴。
梅亦指出，景德镇是陶瓷圣
地，是联合国授予的“世界手工艺
与民间艺术之都”。本届九谷烧展
在景德镇举办，是双方陶瓷艺术工
作者开阔国际视野、启迪创新思
路、丰富创作成果的一次良好开
端。真诚希望通过本届展览，双方
能够建立起更加广泛、深入的长期
合作关系，筑牢深化经贸合作、人
文交流的坚实基础，为推进两国、
两地和世界陶瓷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开幕式上致辞的还有景德镇
陶瓷大学校长宁钢、日本驻上海首
席领事龟井启次、日本石川县能美
市市长井出敏朗。开幕式上，九谷
烧陶瓷器商工业协同组合联合会向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捐赠九谷烧
陶瓷艺术作品。出席开幕式的各方
领导和嘉宾还为本次活动剪彩，并
合影留念、实地观展。
据悉，日本九谷烧与景德镇的
交往已有多年，也是历届瓷博会的
参展境外企业。区别于往年瓷博会
上以日用瓷为主的展览，本届展品
均出自当今九谷地区巨匠和新锐作
家之手，代表了日本当代彩瓷的最
高水准。

共 赢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十四年历程回眸
□ 毛河红 江西日报记者 邱西颖 王景萍

博览世界陶瓷精品，弘扬千年瓷都文明。金秋
时节，
赣鄱儿女又将与中外来宾共同迎来一场独具
特色的盛会——一年一度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
博览会。
成功、精彩、共赢。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江西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以下简
称景德镇瓷博会），已经跨越了十四个春秋。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作为景德镇与世界对话的重要平
台之一，景德镇瓷博会已经成为助推国内外陶瓷
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发动机”
。
自古以来，景德镇就以“汇天下良工之精华”
而享誉世界。每年景德镇瓷博会举办期间，越窑、
北宋官窑、汝窑、钧窑等全国十大名窑扎堆亮相瓷
博会，风格各异的各地陶瓷在瓷博会上争奇斗艳。
此外，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也携
带优秀作品前来展示，陶瓷艺术领域的新思想、新
理念、新技艺在这里交汇融合，为推动当代艺术陶
瓷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景德镇瓷博会已经是一个极具权威性和影响
力的国际陶瓷文化、科技和信息交流的大舞台。据
景德镇市主要领导介绍，在每届瓷博会举办期间，
景德镇瓷博会执委会都会精心策划多项国际性的

品世界的陶瓷

来陶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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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和评比大赛活动。这些国际化、专业化的文化
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人士前来观摩与交流，提
升了瓷博会和景德镇的国际影响力，奠定了景德
镇的世界瓷都地位，增添了景德镇与世界对话的
自信与底气。
景德镇瓷博会是我国目前唯一由商务部参与
主办的专业陶瓷博览会，自 2004 年举办以来，就
充分借助国家级、国际化和专业化的品牌影响力，
在每年展会期间举办数十场文化、经贸等相关配
套活动，致力于打造以产品展示、文化交流和贸易
投资为主要功能的综合会展平台。同时，利用“景
德镇”这一金字招牌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在挖
掘深厚的陶瓷文化底蕴、促进世界陶瓷文化交流
的同时，发挥会展平台的资金、信息和人才汇聚的
独特优势，为我国陶瓷产业的发展和优化升级发
挥了重要作用。
多年的奋斗和积淀，让景德镇瓷博会“品牌
汇聚、科技引领”的平台效应日益凸
显。时光的镜头回放到 2004 年，首届
瓷博会主展馆面积 1.3 万平方米，集中
陈列了国内外 250 多家参展单位的陶
瓷精品。去年的景德镇瓷博会，展馆
面积已跃升至 2.86 万平方米，吸引了

国内外近千家企业到会参展。十四年来，瓷博会
的品牌效应不仅成功地推动了陶瓷经贸往来，还
大力促进了景德镇陶瓷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陶瓷商前来投资兴业。以瓷博
会为媒，欧神诺、乐华、金意陶等一大批知名陶
瓷企业落户景德镇，汇聚了国内著名窑口的手工
制瓷创意园——名坊园应运而生，令景德镇的陶
瓷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作为在景德镇举办的国际性展会，景德镇瓷
博会已经成为景德镇市乃至我省的一个重要开放
平台，其会展经济的链式拉动效应逐步显现，在推
动世界陶瓷产业发展的同时，
也带动了旅游等多个
产业的发展。
据统计，
十四年来，
景德镇瓷博会共吸
引了来自世界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0 多家参展
企业、
500 多家采购公司和 3 万多名中外嘉宾与会，
旅游、观光人员达到 300 万人次，有力地扩大了我
省的对外影响力。

走近瓷博会

瓷都公交擦亮
“名片”迎省运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巢喜生）省运会在即，为
更好地展现瓷都公交这张城市“名片”的风采，景
德镇公交有限公司全体动员，全员投入，努力擦亮
“名片”
，确保省运会期间“名片”
更加靓丽。
为保障省运会期间省运会公交专用车万无一
失，该公司制定了“省运会公交用车保障实施方
案”，成立了车辆调配、机务保障、安全维稳等 5 个
工作小组。对参加省运会的 120 辆专用车，进行了
全方位“体检”，确保用车安全。公司与分公司、分

开放提升

公司与省运会用车驾驶员层层签订“省运会公交
用车责任状”，落实任务，明确责任。制定了“省运
会公交专用车驾驶员十项规定”，从文明出行、礼
貌待客、安全驾驶等方面规范驾驶员的行为。组织
百名公交志愿者上线护站，为乘客提供乘车咨询
服务。
另悉，省运会期间该公司将为所有参赛的裁
判员、教练员、运动员提供免费乘坐公交车服
务，上述人员凭参赛胸牌，可免费乘坐该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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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dznews079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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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路的公交车。此外，省运会开幕和闭幕两
天，该公司所属的 30 辆出租车，将张贴显著的
标识，为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提供免费接送
服务。

省运会

走进

担当实干

兴赣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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