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牢记嘱托开启新征程
感恩奋进描绘新画卷

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十一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
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
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
放弃追求。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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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五月初九

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往往荆棘丛生、

充满坎坷。强者，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

气馁。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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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乐平讯 （王文海）日前，乐平市委办公室、
乐平市政府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深入开展“大
干项目年”活动，强力推进2019年该市重点项目建
设，并正式公布2019年重点项目计划安排和责任分
工。今年该市共安排重点项目159个，总投资526亿
元，年度计划投资125亿元。项目共分为七大类：工
业壮大工程、乡村振兴工程、生态文明工程、城市功
能与品质提升工程、交通提升工程、民生保障工程、
住房改善工程。

过去的一年，该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建立

健全了四套班子领导挂点、重点项目调度、重点项目巡
查、重点项目要素保障、项目部的建立和运作、重点项目
督查通报、重点项目问责、重点项目信息收集和报送、重
点项目推进工作考核等九项“推进工作制度”，明确了市
挂点领导、重点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法人、乡镇（街道）、项
目审批服务部门等五个“推进主体责任”，扎牢了程序、
进度、质量、安全、廉洁等五道“项目实施关口”，实行了
项目责任单位、项目挂点领导、分管副市长、常务副市
长、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五级“项目调度办法”，强化了
组织机构、项目资金、行政审批、征地拆迁、施工环境等

五大“要素保障机制”，每月对重点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进
行督查，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全力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2个省级重点建设项目、46个景德
镇市重点建设项目、98个本级重点建设项目有力有序推
进，全年累计完成投资45亿元。

2019年，乐平市将以“大干项目年”为载体，以
重点项目建设为“主抓手”，以超前的战略眼光、超
常规的工作力度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真正做到以项目为
王、资金向项目集中，“帽子”向项目佩戴，掀起新一
轮重点项目建设热潮。

连日来，市国家调查队、市第二医院、景德镇老
年大学、昌江区法院、浮梁公路分局、浮梁县公安局
交警大队、昌河街道等基层单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近日，市国家调查队召开党组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会议指出，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意义；二
是要统一思想，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将深入学习领会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
确保学出实效；三是要联系实际，担当实干。坚持以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五个推
进”，结合各专业实际，深入发掘，开展一系列有意
义有深度的调查研究，达到理论指导实践的目的。

日前，市第二医院召开党委中心组（扩大）学习
会议。会议号召全院党员干部把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学以致用，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医院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一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迅速在全院掀起学习热潮。二要结
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医院工作
实际，培养塑造医院人文精神。三要把思想统一到医
改思路上，将医院综合改革走深走实，把工作做得更
稳更实，走出一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路子。

景德镇老年大学召开学习会议。会议指出，全体

工作人员和全校师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和头等大事来抓，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
讲话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要通过工作会议、专题
学习会、主题座谈等形式，在全校范围内掀起学习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热潮；要加强宣传，利用宣传栏、
校网站、微信平台等多渠道宣传讲话精神；要立足工
作岗位，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变成工作的具体举措，做好老年教育和老年大
学工作。

昌江区法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一是
要提高政治站位和行动自觉，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是要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持续兴起学习宣
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使之成为全院干
警的思想引领和力量源泉。三是要以学习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为强大动力，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进一
步狠抓工作落实，提升新时代诉讼服务水平，从源头
上减少诉讼增量，切实将矛盾化解在诉前。

浮梁公路分局召开党总支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
大）学习会。会议指出，要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
神实质，领会其深刻内涵。要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
实好。分局上下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热潮，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结合工作性质和特点，确
保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浮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会

议要求，全体民警、职工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
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忠诚履职，奋
力开创新时代浮梁交通管理工作新局面。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及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各科、所、队要强化
政治担当，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狠抓落实，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结合起来，与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结合起来，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座谈交
流等形式，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实现学习
全覆盖，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把行动落实到干事创业、圆满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上来，以优异成绩喜迎新中国七十华诞。

珠山区昌河街道党工委组织街道全体干部和城
管中队执法人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
理念，坚持不懈补短板、挖潜力、扬优势，统筹推
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优生态、惠民生、防
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以更大的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近日，珠山区昌河街道梦园社区党委以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为平台，召集社区党员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
出，作为新时代的党员和社区工作者，要不忘初心，
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永葆为民服务的
情怀，实实在在地为居民干好每一件事，做好每一次
服务，让居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得到双提升。

本报讯（记者 张怡）6月9日，景德镇陶瓷大学科
技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暨教育与创新国际论
坛在我市举行。市长刘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
长彭凯平分别致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潘庆中、景德镇陶瓷
大学校长宁钢、欧洲高等商学院副校长Leon LAULU-
SA、苏富比艺术学院首席执行官兼董事 Christine
KUAN等出席活动。刘锋、鲁晓波、彭凯平、宁钢一同为
陶大科技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揭牌，并为学术委
员会成员和到场嘉宾颁发聘书及荣誉顾问证书。

刘锋指出，此次论坛活动以高校及独立学院的战
略发展和国际化教育实践为主题，深入探讨交流中外
合作办学领域中的成功经验和成果，为景德镇高等教
育发展搭建了一个高层级的学习借鉴平台。景德镇陶
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是陶瓷高端人才的聚集地、陶瓷
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陶瓷研发成果的集中地。希望我
们能把握这次论坛研讨的机遇，借助清华大学和国外
先进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办学机制以及优秀教师
资源，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把景德镇陶
瓷大学科技艺术学院打造成为具有跨学科优势、国际

化视野和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型高校。
彭凯平表示，清华大学重视景德镇高等教育和景

德镇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时代的变迁。进入
后工业化时代，如何实现时代的转变，值得我们每个
人深思。陶瓷不只是产品，更是一种文化；陶瓷艺术
不只是手艺，更是我们灵性、悟性、感性、德性和情
义的产物；陶瓷手艺也不只是技法，更是一种精神追
求。我们有心、有义、有情，愿意和景德镇一起实现
后工业化时代的创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
份力量。

我叫Jelly Lynn McNutt，来自美国纽约。去年10月我
曾来过景德镇，今年再次来到陶溪川国际工作室，进行为期
两个月的驻场创作，我很开心。过去，我看了不少中国的诗
歌，也去中国各地看了很多秀丽的山川，一直想要深入了解
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家。在我看来，文化是互通的，特别是
对于艺术家来说，这次来到景德镇，就是想和这里的朋友们
进行一次友好的文化交流。因为中美两国之间不仅有经济
上，还有文化上的联系，而文化的精神纽带作用能把我们很
好地联结在一起。

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从事陶瓷相关工作的人都知
道景德镇这座城市，这里绚烂的历史、古老的传统，能给予
人无限的灵感。我喜欢这儿的手工技艺，喜欢这儿的特色
小吃，更喜欢这儿的风土人情。第一次来景德镇的时候，我
就惊讶于这里人们的热情友好，学生们也都非常优秀，有朝
气、有干劲，身上散发着满满的能量，他们的青春和活力时
常感染到我。

不仅如此，景德镇还有积淀千年的陶瓷文化。一直以
来，我热衷于回溯过去，通过把压缩在泥土里的历史扒剔出
来，舒展开来，以此窥探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这是件有趣
的事。在景德镇创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手、眼睛和耳朵来
感知这里的千年陶瓷史，我想像着时间倒流至千年以前，渺
小的我置身于历史长河之中，我以及我的作品又是否会和
其他古代陶艺家之间产生某种交集。

陶瓷是种非常特殊的、充满魔力的材料，不同于石器始
终如一的坚硬，柔软的瓷土能让我随心而欲地创作出更多
不一样的东西，为我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多可能性。我特别
喜欢雕塑瓷厂，里面有很多技艺精湛的大师，他们或在印
坯，或在做模具，或在烧窑……总之，每位工匠都在认真地
做着自己的事，而他们手中作品的精美程度令我感到震惊。

陶瓷也同很多东西紧密相关，比如古典诗歌、音乐、神
话故事等等。古代中国神话中有一种神兽，它被人们当成
守护者，守护着一方平安。去年我来陶溪川做的一个雕塑，
就是以这种神兽为原型。这次交流仅仅是我了解陶瓷、了
解景德镇的开端，以后我一定会再来景德镇，去发掘更多古
代传说，创作出一批神兽题材的雕塑，以呼吁大家去保护动
物、保护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程丽媛 记录整理）

乐平市强力推进2019年重点项目建设
今年安排重点项目159个，总投资526亿元

陶瓷让我们彼此更加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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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异成绩喜迎新中国七十华诞
我市各基层单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 宗和

陶大科技艺术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仪式暨教育与创新国际论坛举行
刘锋致辞

江西日报讯（记者 刘勇）6月10日上午，省委书
记刘奇会见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
话精神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副省长刘强一同会
见。

刘奇指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
首要政治任务。作为省委部署安排的重要一环，省委
宣讲团深入各地宣讲，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对于促
进全省干部群众更加全面、系统、准确、深入地学习
领会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推
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具有重要意义。
刘奇强调，宣讲团成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

命担当，切实讲清楚总书记再次视察江西的重大意
义，讲清楚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充分肯定，讲清楚总
书记对江西提出的目标定位，讲清楚总书记对江西工
作的更高要求，切实把总书记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大
爱、对江西工作的关心关怀、对江西发展的殷切希
望，传递给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充分激发全省干部群
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感恩奋进、锐意进取，化感动
为行动、化实干为实绩，朝着总书记指引的目标方
向、擘画的蓝图奋勇前进，加快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
代化江西。

刘奇强调，要带着感恩之情开展宣讲，推动全省
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要
把握精神实质开展宣讲，在学深悟透总书记重要讲话
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工作实际，
精心准备宣讲提纲，确保宣讲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
果。要改进方式方法开展宣讲，多用群众语言，多讲
具体事例，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增强宣讲
的吸引力感染力，让干部群众愿意听、听得懂、能领
会、好落实，不断凝聚起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
新画卷的磅礴力量。

江西日报讯 （记者 齐美煜）根
据省委安排部署，6月10日下午，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宣讲团首场报告
会在省直机关举行。省委宣讲团成
员、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彭世东作宣
讲报告。

彭世东在宣讲中强调，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首要政治任务，
省直机关要走在前、作表率，带着
忠诚学，学出忠诚；要带着感情
学，学出感情；要带着责任学，学
出担当；要带着使命学，学出动
力；要联系实际学，推动工作，齐
心协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
新画卷。整场报告深入浅出，既有
理论高度，又结合实际、生动鲜
活，在现场听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省委各部门、省直和中央驻赣
各单位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员
干部近400人聆听了报告。大家一致
认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翔实、
阐述准确，对全面准确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一定要
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
定有我”的担当，以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的奋斗精神和闻鸡起舞、日
夜兼程的奋斗姿态，脚踏实地把习
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蓝图一步
步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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