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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在科技创新上求突
破，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引进高技术企业，提升
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要求，景德镇市科技局、景德
镇陶瓷工业园区决定联合面向社会对高科技陶瓷科
研成果及高科技陶瓷企业起动招商引智活动。现就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陶瓷工业园区位于景德镇市西北角，是一个“坐
拥机场”的省级开发区，是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的主
平台，先后荣获省部共建国家陶瓷科技城产业化基
地、国家火炬计划陶瓷新材料及制品产业基地、全国
陶瓷产业示范基地等三块“国字号”招牌。目前，园
区内有300余家陶瓷企业，是景德镇传统陶瓷改造
转型提升区，是国际国内高技术陶瓷的承接地，是市
内陶瓷企业、作坊，以“科技改造”“传承创新”为前提

的退城进园的聚集地。
近几年，园区按照“工业成本、景区风貌、城市功

能”要求，倾心改善环境，完善科研功能，在积极与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大学等科研院校开展
产学研用交流合作的同时，园区正在打造集具有高
科技成果展示、陶瓷科创成果转化洽谈、网上征集企
业诉求和推介科技成果为一体的科创中心。科创中
心配套陶瓷研发、检测等仪器设施，同时为落户企业
和科研成果中试孵化提供标准化厂房。为承接高技
术陶瓷企业及陶瓷高科技成果转化，我区现已建成
占地100亩、建筑面积7万平方米的中小企业孵化基
地，以及景德镇陶文旅集团在陶瓷工业园区内建设
的28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作为企业及科研成果
转化的孵化器。2019年起，陶瓷工业园区将利用3

年时间建设200万平方米以上的高科技企业和科研
成果转化的孵化器和加速器，并根据提前登记报名
的投资创业主体对厂房个性需求进行定制化厂房建
设。

我们热情诚邀国内外从事高科技陶瓷的企业
家、高科技陶瓷投资者及拥有高科技陶瓷研发成果
且具有创业意向的专家学者、老师学生来陶瓷工业
园区投资、创业（具体事宜面谈）。有意者从速报
名！报名地址：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招商局，报名电
话：徐女士 18979828801

景 德 镇 市 科 技 局
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
2018年12月1日

景德镇市科技局、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招商引智公告

本报讯 （肖吴） 12月 1日，华达超市长虹金域中央
店如期隆重开业。

华达超市长虹金域中央店占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
作为我市首个“餐饮+超市”新零售购物中心，是华达实
业集团对超市完全重构的新零售业态，haonice 是超
市，是餐饮店，也是菜市场，是“超市+餐饮”的全新混
合业态。来到这里，不仅可享受到超值时尚生活的购物
体验，还可品尝各式各样的特色美食小吃，同时涵盖了
高端进口商品，为你生活倍添姿彩。另悉，华达购物广
场有限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市一家集商
业开发、新兴百货、连锁超市、时尚街区运营为一体的
综合性商贸企业。

有异议者可在公示
开始七个工作日内向景
德镇市国土资源局提
出。

联 系 电 话 ：
0798—8259003

景德镇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2月3日

土 地 出 让 成 交 公 示
成交价（万元）

205.17

189.15

1925.07

218.58

222.82

216.5

2800.54

107.44

竞得人

景德镇市陶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窑玉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兴陶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景德镇市宸林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景德镇宝骐陶瓷文化有限公司

景德镇同门瓷业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陶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景德镇源古陶瓷有限公司

出让方式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挂牌

出让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50年

土地用途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容积率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地块面积（M2）

9118.7

8406.5

36670.5

4857.3

9903

7216.5

124468.6

7162.8

地块名称

陶瓷工业园区LJ1-06-C02-02

陶瓷工业园区LJ1-06-B02

陶瓷工业园区LJ1-12-B10

陶瓷工业园区LJ1-11-A02

陶瓷工业园区LJ1-08-A08

陶瓷工业园区LJ1-08-A18

陶瓷工业园区LJ1-04-A02

陶瓷工业园区LJ1-08-A13

地块编号

DHA2018045K

DHA2018046K

DHA2018048K

DHA2018049K

DHA2018050K

DHA2018051K

DHA2018052K

DHA2018053K

全市首家全市首家““餐饮餐饮++超市超市””新零售购物中心诞生新零售购物中心诞生

华华达超市长虹金域达超市长虹金域
中央店隆重开业中央店隆重开业

本报讯（记者 王姝 实习生 徐
雯露）11月30日，“放歌新时代”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景德镇市第39届群
众歌咏月合唱比赛在市群众文化活
动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
部长吴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
良，市政协副主席张学锋等观看比赛
并为获奖单位颁奖。

当天的合唱比赛分为序、全场大
合唱、比赛曲目、原创节目展演四部
分内容。比赛在恢弘大气的管弦乐
演奏中拉开序幕。随后，市党政军合
唱团合唱的《春天的故事》、市老干部
合唱团合唱的《红军渡长征源》、景德
镇老年大学合唱团合唱的《中国梦在
心中》、乐平市文化馆合唱团合唱的
《十八颗青松》、市建设局合唱团合唱
的《走进新时代》、昌河中小学教师合
唱团合唱的《看山看水看中国》、景德
镇学院合唱团合唱的《我爱你中国》
等比赛曲目陆续登场，演员们用激情
的歌声歌颂美好新时代，赞美家乡崭
新风貌和我市“双创双修”工作与乡
村振兴战略、决胜脱贫攻坚、决胜全
面小康的措施，充分展示了我市改革
开放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
就和人民群众崭新的时代面貌，热情
讴歌了瓷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
貌。

此次比赛共有17支代表队参赛，
经过评委现场认真的评审，市党政军
合唱团、市老干部合唱团、市老年大
学合唱团获得特等奖；景德镇市黑猫
集团合唱团、市老年体协“声如磬”合
唱团（并列第二）、景德镇昌河中小学
教师合唱团（并列第二）、景德镇学院
合唱团、昌江区昌江一中“圆梦”合唱
团、珠山区“绿叶”女子合唱团（并列
第五）、市音协合唱学会、声乐学会合
唱团（并列第五）获得金奖；乐平市合
唱团、国家税务总局景德镇市税务局
合唱团获得特色节目金奖；浮梁县老
年大学春之声合唱团、第一人民医院
合唱团、市建设局合唱团、昌南新区
合唱团、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合
唱团获得银奖；乐平市文化馆、珠山
区文化馆、昌江区文化馆获得优秀组
织奖；占亚东、汪南坊、殷水清、邹杰
群、罗婧、汪新梁、吴斌、方晨曦获得
优秀指挥奖。

本报讯（记者 邵婧）11月30日下午，“学习新条例、履
行新使命”党纪法规知识竞赛复赛在市第二十二小学举行。
全市近200名党员干部参加了此次考试，市委常委、市纪委
书记、市监委主任董立新到现场巡考。

自“学习新条例、履行新使命”党纪法规知识竞赛活动
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各单位精心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踊跃参
与，持续掀起学习热潮，全市近5万名党员干部参加了初赛
活动。经过自下而上、层层选拔，33个代表队参加此次复赛
考试。

本次复赛采取闭卷方式进行，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党纪法规为主要内容，旨在以赛促
学、以学促用，让党规党纪入脑入心，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
为党员干部的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

参加复赛的党员干部们表示，此次知识竞赛进一步加
深了自己对党纪法规知识的认识理解，在今后的工作中要
担当尽责，把学习到的理论知识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牢记纪
律规矩的戒尺，牢记道德法律的约束，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
政治本色，真正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纪法规
铭刻于心，落实于行。

据悉，此次复赛将决出6个代表队参加决赛。

本报讯（杨瑶红）11月 29日，“助力民营经济发
展·税法进非公企业”民企大讲堂活动在景德镇中国
陶瓷博物馆举办。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市促进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张春萍出席并讲话。
市县两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领导小组有关负责
人，市税务部门有关人员，民营企业负责人、财务总监
380余人参加培训。

张春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民营经济发
展作出重要指示，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相继出台多项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举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市委常委会专题学习并作出具体部署，各有关部门正
紧锣密鼓研究出台支持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举措。
此次民企大讲堂主要围绕减轻企业税费负担，让民营
企业了解政策、懂得政策、会用政策，指导民营企业既
依法纳税，又合法合规降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降
低企业成本。

就进一步支持我市民营经济发展，张春萍强调，
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大力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二要紧紧抓住新的窗口期和机遇期，围绕六
个方面的政策举措以及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有关政策
措施，进一步研究出台我市民营经济发展新的政策措
施，尽快出台《进一步加快支持我市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施意见》，要抓好政策落地落实，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里”；三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发
展中的问题，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加强政企
沟通协调机制建设，建立民营经济维权中心，有效消
除发展障碍，为民营企业营造更优发展环境。全市民
营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抢抓发展机遇，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企业。要
大力发扬和继承企业家精神，诚信经营，守法经营，增
强社会责任感，为打造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贡献民
营经济强大力量。

见证见证··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4040年年

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保障饮用水安全

进驻时间：2018年11月27日-12月20日
举报电话：0798-8589156
举报邮箱：景德镇市189专用信箱
受理时间：8：00-20：00

省第二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景德镇市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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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和谐法律服务所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景德镇京达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遗失赣H8655
挂《营运证》，证号：360201210491，特此声明。

邵逸浪遗失景德镇陶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2018
届 产 品 设 计 专 业 《毕 业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134351201805001003，特此声明。

万园园、陈员生遗失坐落于迎宾大道北侧景德
镇中国陶瓷C-6栋深圳路13a号的《土地分割证》，
证号：（2018）045号，特此声明。

万园园、陈员生遗失坐落于迎宾大道北侧景德
镇中国陶瓷C-6栋香江东二街106号的《土地分割
证》，证号：（2018）044号，特此声明。

清算公告
景德镇众上梦工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

号：91360200MA35FQKL9B）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批
准，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清算组由付剑
锋、何廷华、张建坤组成，付剑锋担任组长，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景德镇众上梦工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3日

遗失启事

本报讯（景环宣 记者 童霞燕 程丽媛）虽然近期持
续濛濛细雨，但在万建新村污水处理站建设工地，工人
们依然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施工。这是我市为进一步保障
水环境质量而实施的一批污水处理站建设项目之一。随
着污水处理站建成投产，南河南岸的污水有了“新归
宿”，南河水体质量将得到有效改善，“一江清水向南流”
将成为景德镇最美的画卷。

保护水环境质量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
题”，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为解决南河南
岸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经科学论证和多方研究，我市确
定在南河南岸新建三座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目前已完成
三宝片区和历尧片区两座污水处理站，万建新村污水处
理站预计12月底建成投产。

“建设污水处理站能够方便百姓生活，并减少河水
污染，更好地保护我们城市环境，我们全力支持这一项
目的建设，希望它早日完工。”万建新村一位居民告诉记
者，这也代表了许多市民的共同心声。

由于历史原因，三宝片区、万建新村、历尧片区一直
没有建设污水配套管网和相应的污水处理设施，居民生
活污水通过径流直接排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

体、土壤质量和居民身体健康。
去年，我市组织编制了全市污水专项规划，由市规

划局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签订编制《景德镇市污
水专项规划（2017-2030年）》协议，市水管办、中规院等
相关部门对城区既有合流制管道、清污水源进行了排查
摸底，并制定整改实施方案。这三个污水处理站正是专
项规划中的一部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三座污水处理
站主要由陶瓷文化、园林景观及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相
结合组成，主体外观选用徽派式建筑风格，工程投资额
约2860万元，建设总面积达3688.9平方米，污水配套管
网2670米，每天可处理污水1800吨。

与此同时，我市投入17亿元完善全市污水管网，建
成截污主管网19.6公里，支管网70余公里；投入资金29
亿元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完成地下管廊污水仓约18公
里，仓内污水管道约24公里。

完善污水处理配套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是我市
打好碧水保卫战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相关工程的不
断建成投产，将有效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善我市水
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的
城市形象！

我市新建三座污水处理站 南河南岸污水找到新“归宿”

“学习新条例、履行新使命”
党纪法规知识竞赛复赛举行

我市举办“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税法进非公企业”民企大讲堂

（上接A1版）“名坊园是一个园林式产业园区，又是一
个公共的大品牌，品牌的培育和传播就有了集群优
势。”园区党工委书记高唤虎说。

对于遍布城内的小企业、小作坊，景德镇推动企
业“退城进园”。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内，提质改造区、
高科技陶瓷区、文创先导区吸引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全
新打造的现代化陶瓷智造工坊今年开园，将逐步形成
年产7600万件陶瓷产品的能力，年产值超过15亿元。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王若钉，见证了
景德镇一种陶瓷新材料的诞生。过去，汽车尾气净化
器载体——蜂窝陶瓷的研发生产，一直被国外垄断。
在他的帮助下，景德镇高环陶瓷突破了关键技术，生
产的薄壁型、低膨胀系数的蜂窝陶瓷催化剂载体，产
品性能赶上国际水平，年产蜂窝陶瓷300万立升，产
值突破亿元。

文化振兴，活态保护创新传承
2006年，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硕士毕业的

黄薇，来到景德镇陶瓷学院工作。2014年，她偶然听
学生说，景德镇有个地方叫进坑。

黄薇来到进坑村，惊讶地发现，山野之间，古瓷片
俯拾即是，但千年来却无人识得。学者的敏锐让她断
定，这里一定会有更大发现。在景德镇市政府支持下，
深入的考古发掘在村庄展开。不久后，五代至宋元时
期的15座古窑址、5个古矿坑、16座瓷石水碓遗址，相
继浮出历史的尘埃。

2017年，联合国遗产保护专家、丹麦哥本哈根大
学涂森教授来到进坑，感叹“这里代表了中国在文化
遗产保护上的最新探索”。最近，涂森教授又来到进
坑。这次，他要邀请进坑村村民到即将召开的世界文

化遗产保护大会上介绍经验。
活态保护，延续景德镇千年陶瓷文脉。2015年，

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切入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
保护管理条例》出台，推进御窑遗址博物馆等重大文
化保护项目建设，并对遍布全城的150多处老窑址、
108条老街区、“十大瓷厂”老厂房等文化遗存实施系
统性保护修缮。

从2009年开始，景德镇相继复烧了清代镇窑、明代
葫芦窑、元代馒头窑、宋代龙窑等历代典型瓷窑，相继建
设陶瓷博物馆、陶溪川、三宝瓷谷等一批文化传承基地。
如今，景德镇拥有国家级、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6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8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2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68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37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43人。

3万人，这是景德镇从事陶瓷产业的外来人口数。
景德镇亲切地把这3万人叫作“景漂”。“景漂”们出没
于各种各样的工作室、企业、文化机构和大学，在以陶
瓷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链上，为景德镇注入生命力。

景德镇利用老窑址、老厂房、老作坊，打造以陶溪
川、雕塑瓷厂、建国瓷厂为代表的陶瓷艺术家创意工
作室聚集区。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董事长刘子力介绍，
在陶溪川文化创意街区，一年平均有400多场文化活
动，已聚集8000多名创客入驻。

“在景德镇，我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印度陶艺
家维诺德说。像维诺德一样，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数百
名艺术家在国际工作室免费驻场创作，不少人设立了
自己的工作室。“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漂’来这里生活、
碰撞、创作，延续着城市的文化繁荣。”刘子力说。

（原载于201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12版）

（上接A1版）对老街区、老厂区和老窑址以及150多处
古遗址、108条老里弄实施立体控制和保护，原汁原
味地保护老城的风貌风格、文化肌理，再现了景德镇
1000年陶瓷文化遗迹、600年御窑文化遗址和100年陶
瓷工业遗存。如今的景德镇，已从昔日的“草鞋码
头”脱胎换骨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之都、创意之都，
吸引了数万计的青年“创客”来此寻梦创业。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景德镇现场会暨试点经验交流
会的召开，既是对一年多来景德镇“城市双修”试点
成绩的肯定，更是对景德镇“城市双修”工作的一次
检阅，相信必将对景德镇城市转型发展产生深远的影
响。我们也热切期待，在相互的交流与学习中，千年
瓷都能扬优乘势，砥砺前行，在向世界展示景德镇独
特魅力的同时，使景德镇的文化与世界交流、理念与
世界接轨、经济与世界相融，转型发展之路更宽更广。

接续转型发展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