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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洪先社）日前，全市27个市属学会(协会、
研究会)，开展了我市社科学会第三届品牌学会创建活
动。市金融学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会、市检察
官协会、市新四军研究会、市调查研究会、市钱币学
会、市审计学会为被评为景德镇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
三届“品牌学会”。

A2

清水湖玫瑰苑三期调整方案及建筑密度调
整论证报告已按申请、听证、论证、公示法定
程序进行，并经我局2019年5月8日审定批准，
依据《江西省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管理办法》规
定将该项目建筑密度调整进行公布，具体调整
为：原规划条件建筑密度≤24%，调整为≤26%。

特此公告

浮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5日

关于清水湖玫瑰苑住宅小区
调整建筑密度的批后公告

道德模范风采录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景德镇监管
分局（景银保监复【2019】 15号）文件批准，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昌河社区支行（机构
编码：B0005X336020001，金融许可证流水号：
00464670，营业地址：景德镇市新厂东路昌河
居民区1区424幢17号店面）于2019年5月17日
17：00终止对外营业。支行除自助设备以外的
各项业务将就近移至交通银行景德镇城东支行
（地址：景德镇市新厂西路276号，联系电话：
0798-8439533）。欢迎广大客户到交通银行景德
镇城东支行或我行其他网点办理业务。由此引起
的不便，敬请谅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
2019年5月14日

公 示

作为丈夫，他16年如一日，悉心陪伴照顾患重病的
妻子，演绎了一段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人间真情。作
为陶瓷世家的领头人，他对子女循循善诱，从不过多干
涉与批评，更多的是鼓励支持，其子王采、王璜，其女王
小凤、王秋霞终成陶瓷大家；景德镇的瓷界晚辈，也多
得他提携指教，其难能可贵的平易近人，令许多人印象
深刻。作为瓷坛泰斗，市里每次开展赈灾创作笔会，他
不顾年迈的身体，总是场场必到，他的作品拍卖金额高
达数百万，为公益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工艺美术终身成
就奖获得者王锡良，其家庭2017年获评首届全国文明
家庭。

1947年3月，王锡良和妻子黄迎子结婚，先后生育
6个子女。2000年7月，黄迎子因高血压突发脑血栓住
院，王锡良本人也年近八十，像护工一样照料妻子，每
天从早到晚在医院陪护，端碗执勺喂哺、牵被拽衣嘘寒
问暖，整天汗流浃背，却毫无怨言。妻子出院后半身不
遂，生活没有自理能力，吃喝拉撒等一切行动都需要丈
夫照料。这时的王锡良尽管是全国闻名的重量级艺术
大师，作品一器千金，高价来求者也不断，却婉言谢绝
一切求购者，只为了有更多时间来照料妻子，为妻子洗
脸、洗脚、端茶或陪她聊天，还经常用轮椅推妻子到各
地去散心。就在王锡良95岁高龄的时候，他还坚持在
子女的帮助下，悉心陪伴照顾着生病的妻子，直至妻子
安然离世。

王锡良的子女表示，父母的婚姻生活树立了好榜
样，他们70多年在一起，相濡以沫。母亲突发脑血栓
后，半身不遂，生活没有自理能力，父亲为她洗脸、洗
脚，扶她大便、小便，为她端茶、送水、喂饭、喂奶，陪她
聊天说事，或者推起轮椅到各处散心，这段故事己成为

景德镇夫妻相爱的佳话。王锡良的孙女王燕说，“有一
次去医院看奶奶，奶奶那时病得很重，静静地躺在病床
上，而爷爷正拿着棉签蘸水轻轻擦拭奶奶干燥的嘴唇。
看到这一幕，我懂得了相濡以沫的含义，这行为看似微
小，却影响了我一辈子”。

在瓷都景德镇，王锡良是个口碑甚佳的人物，在漫
长艺术生涯中，创作了一件又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佳
作，尽管他的作品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但他始终保持
着宽容谦卑的心态，秉承“绘画生涯，自甘淡泊，陶人事
业，首重精勤”，始终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从事陶瓷绘
画80余年，他以其高超的陶瓷绘画技艺和崇高的人
品，受人尊重，很多作品被国内外馆藏机构收藏，为我
国陶瓷艺术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被尊为“瓷坛泰斗”。

王锡良乐善好施，不忘扶危救困，在南国雪灾、四
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景德镇
特大洪灾、雅安芦山地震发生后，市里每次开展赈灾创
作笔会，他都不顾年迈的身体，场场必到，他的作品拍
卖金额高达数百万，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王锡良的女
儿王小凤曾多次告诉外界，凡是公益的活动，包括街
道、社区开展一些活动，王锡良每请必到。对此，王锡良
曾多次表示，这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应尽的社会责任。

——记第六届江西省道德模范候选人王锡良
□ 张敏

本报讯 （章卫华）日前，副市长徐耀纯深入浯溪口
库区调研库底清理和房屋破拆工作。

徐耀纯一行从浯溪口码头乘船而上，沿着水库两岸
仔细查看48米线下库底清理、房屋的破拆以及清漂工作
进展情况。他一边看一边问，对蓄水以后水库的良好生
态环境表示赞叹，徐耀纯指出，沿岸的移民安置点要按
照山水田园的风格来打造，要做好半岛孤岛开发文章，
做到“春天看花、秋季摘果”，大力发展休闲观光产业，
充分借鉴龙虎山岛屿“灯光秀”经验，花大力气做好库
区旅游文章，吸引人们的眼球，使库区旅游成为库区经
济新的增长极。

在看到水库沿岸房屋破拆的进展情况时，徐耀纯要
求，在3月份通过一期（48m）移民安置验收和下闸蓄水
验收，以及实现首台机组并网发电的基础上，要力争在
今年9月底之前完成二期（56m）移民安置验收和下闸蓄
水验收，实现枢纽工程如期蓄水发电发挥效益，造福瓷
都人民，以优异的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本报讯 （记者 祝路路）5月14日，2019年景德镇市
大学生征兵宣传启动仪式在景德镇陶瓷大学举行，市委常
委、军分区司令员孙安敏，军分区政委卓健出席仪式并讲
话，军分区副司令员黄野主持仪式。

孙安敏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士兵的基础在征兵，
征兵工作是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现实需要，是社会事
业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个人成长进步的现实需要。大学生
参军入伍，能够从源头上改善士兵队伍文化结构，打造强
军兴军的人才方针，造就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队伍，
培塑赢得事业的人才品格。各高校征兵工作站要加强组织
领导，制定切实可行的征兵方案计划；要加强宣传动员，把
握时机，创新方法，开展精准宣传；要加强服务保障，抓实
政策咨询、报名应征工作。兵役机关要深入开展征兵宣传
进校园系列活动，激发大学生参军热情；要落实“一站式”
服务，畅通大学生入伍绿色通道。同学们要不忘初心，传承
红色基因，争当报效国家的先锋模范，希望同学们珍惜机
会，抓住机遇，时刻听从祖国召唤，奉献青春，建功立业，不
负芳华，做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保驾护航。

启动仪式上，卓健重温了习近平主席给南开大学入伍
大学生的回信。现役优秀大学生代表、退役复学大学生代
表、应征大学生代表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和亲身经历，
为大家谈了感想和体会。

本报讯 （胡南丰） 5月 13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
组举行中心组第三次集中学习研讨会，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成员、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雷铭主持会议，机关党
组成员及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力戒形式主义
为基层减负的三十条措施；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
的意见》等。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市人大社会建
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分别作了中心发言。

雷铭指出，机关党组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推
进机关党的建设，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真正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要按照市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部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要推进
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专题活动，要落实好“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2019年景德镇市大学生
征兵宣传启动仪式举行

本报讯（吕晓峰）5月10日至11日，皖浙赣三省十一
县（市、区）政协第36次工作交流会议在浮梁县召开。来自
安徽省黄山市的歙县、祁门县、休宁县、屯溪区，浙江省杭
州市的淳安县，衢州市的开化县、常山县，江西省上饶市的
德兴市、玉山县、婺源县和我市的浮梁县政协领导及相关
委办负责人共计60余人参加会议。

此次浮梁县政协承办的会议主题为“如何加强委员管
理和服务，提高履职实效”。与会人员结合各自的工作实
际，围绕主题发言，深入交流讨论，一些好经验、好做法引
起了共鸣。大家纷纷表示，这次交流会主题明确、观点新
颖、交流广泛、开阔视野，便于学习借鉴、取长补短，有利
于谱写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新篇章。

近日，市住建
系统各单位代表来
到市住建局太白园
房管所，开展扫黑
除恶暨安全生产工
作经验交流。各单
位代表还认真查看
了该所 2018 年度

和今年1至4月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安全生产工
作资料汇编，并进行了交流。

（金飞 记者 甘牧）

日前，市水利局荣获“江西省第十五届文明
单位”称号，这是该局在2016年荣获“江西省第
十四届文明单位”称号后再次获此殊荣。

（特约通讯员 汪涛）

近日，市科技局召开学习大会，通过视频学
习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学习领会习近平关
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该局全体党员及其他
干部职工参加了学习会，进一步深化了全体干部
职工对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认识。 （黄佳美）

近日，石狮埠房管所全体干部职工深入扶贫
联系点，开展入户走访慰问活动，为贫困户送去
食用油及生活用品。 （黄梦红 记者 黄原珂）

5月 12日，新厂街道602所社区开展了“防
震减灾”宣传活动。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地
震科普知识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手册等多
种形式向居民群众宣传防震减灾知识，让居民全
方位、多角度地了解防灾减灾的重要意义，增强
了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吕军）

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国家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应急管理部《关于做好移交承
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的通知》（建
科函〔2019〕52号）以及《应急管理部关于贯彻实
施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有关事项
的通知》要求，结合4月25日省政府和4月29日
市政府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承
接工作协调会精神以及省有关部门工作部署，
经市政府研究决定，我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验收职责由消防救援机构移交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移交承接的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防法》《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
令第106号，第119号令修改）规定的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职责。

二、自新修改的《消防法》（2019年4月23
日）实施之日起，建设工程消防审查验收职责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承担，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工作由各级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组织开展，消防救援机
构不再受理；消防救援机构已受理未办结的建
设工程，全部移交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办
理。

三、办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
收、备案和抽查业务，原属消防救援支队办理的
请前往市级行政服务中心住建部门业务受理窗
口办理，原属消防救援大队办理的请前往县
（市、区）住建部门办理。

四、职责移交承接期间，若有疑问，可前往
各地受理窗口咨询，或可拨打0798-8331605（市
住建局）、0798-8332931（市消防救援支队）咨询。

特此公告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5月10日

近日，一场旗袍表演秀在景华社区景城名郡小区广场上演。活动现
场，妇女同胞们精心装扮，伴随着江南风情的悠扬古乐，或手执扇子、或
撑复古太阳伞，变换着队形悠悠走来，一颦一笑，尽显韵味，赢得现场观
众的阵阵掌声。 （王艳柔 摄）

本报讯 （记者 周筠） 为进一步完善我市交
通秩序管理，更好地助推“双创双修”工作。5月14
日下午，我市召开交通秩序质量提升推进会。

会议着眼落实第十六次指挥长会议“从五六
月份交通秩序就要从严抓、抓常年、大胆抓、大胆
管”的要求，立足七月份创卫倒计时，市双创双修
指挥部交通秩序督导组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前提
下，召集昌江区、珠山区、高新区、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警支队、景德镇机场、景德镇北站等交通点位
责任单位，以及市城管局、市工信局、市文明办等
相关单位，通报了前期督查发现的问题，分析了存

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建议。
会议坚持以治本为导向，以培养市民良好习

惯养成为抓手，重点在主次干道管理无路段死角、
无时段空白，管理界面明晰、管理职能细化具体
化，管理部门间协作联动，执法落实等方面提出具
体工作要求。

会上，市双创双修指挥部交通秩序组负责人
表示，从六月份开始，将开展市交通秩序管理系列
行动，六七月份开展交通秩序质量提升行动，八
九月份开展交通秩序状态保持行动，十月份
（含）以后开展交通秩序持续达标行动。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中国规模最大、参与范
围最广、美术作品种类最多、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
的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2019年将举办第十三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全面展示、检阅近五年来中国
美术事业的发展和成就。希望全国广大的美术家，
特别是景德镇市内的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爱好者
积极投身到创作中，出精品、出力作，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

根据《关于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各展区
初评作品投稿方式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及工作安
排，现将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陶艺展区（景
德镇）初评作品征集方式及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陶艺展区投稿方式及投稿要求
采取网上投稿方式，投稿网址：http://artist.

caars.cn（点击网址链接注册、报名，并上传参展作
品图片，图片格式统一为JPG，图片不小于1MB，不
大于5MB。报名时间：2019年5月 14日至2019年 7
月5日）。

二、征集作品要求和注意事项
陶艺展区面向全国直接征稿。初评入围者接到

通知后邮寄原作，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终
评落选作品退件。

1.凡自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以后创作的陶
艺作品，无论是否参加过何种展览，均可选送参展。

2.每位作者只可展出一件陶艺作品。
3.陶艺作品照片要求多角度，能体现作品原貌。
4.陶艺作品单件最大边尺寸在150厘米以内，重

量在100公斤以下。
5.展品自制包装箱，要求坚固，便于搬运，贴

统一标签。
6.最新通知、评选结果等信息请关注中国美术

家协会网站：www.caanet.org.cn。
三、联系方式
1.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办公室地址：北京市朝阳区

北沙滩一号院32号楼A710室第十三届全国美展办公
室

邮 编：100083
联系电话：010-59759683
2.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陶艺展区（景德

镇）联系地址：景德镇市昌江区紫晶北路1号景德镇
中国陶瓷博物馆

联 系 人：叶 谦
邮 编：333000
联系电话：13907982979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陶艺展区（景德镇）

执委会
2019年5月14日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中心组
举行第三次集中学习

皖浙赣三省十一县（市、区）
政协工作交流会在浮梁县召开

市领导深入浯溪口库区调研

关于景德镇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承接的公告

我市召开交通秩序质量提升推进会

关于开展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陶艺展区初评作品征集的通知

市社联品牌学会创建与评选揭晓

幸福家庭的呵护者 陶瓷工艺的带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