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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瓷博会开幕
还有67天

瓷博会举办时间：
10.18—10.22

本报讯（张渊浩 陈建文）今年1至6月，我市工业园区
实现工业销售产值451.46亿元，同比增长10.46%，增速列江
西省第四位，园区发展充满活力。

今年上半年，我市各工业园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大力推动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态势，为全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
力支撑。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我市实现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9.6%，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乐平工业园区实
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6%，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实现
工业销售产值135.2亿元，同比增长19.57%，高于全省9.14个
百分点，对全市工业园区经济拉动作用较为明显。

我市工业园区发展充满活力
实现工业销售产值451.46亿元，

增速名列全省第四

本报讯 （记者 邹勇宾） 8月 10日，2019年
江西省足球联赛（景德镇赛区）暨“九江银行”
杯景德镇市足球联赛在景德镇机电工程学校足球
场拉开帷幕。

此次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指导，市足
球协会主办，17支代表队按上届联赛排名决定每
组种子队，以抽签模式分成四个小组进行单循环
赛；各小组前两名参加淘汰赛直到决出名次；各小
组后两名同样也参加淘汰决出排名。

据了解，足球联赛不仅是“全民健身”的一项
重要体育活动，更是我市足球爱好者交流球艺、展
示才华的一个平台。

市足球协会负责人表示，此次联赛旨在推动
全民健身运动，丰富我市人民群众的业余体育生
活，营造我市浓厚的足球氛围，普及提高我市足球
运动水平，让更多人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感受足
球的魅力。

右图：联赛首场比赛在雨中进行，由兴航科技
队对阵法恩莎卫浴02队。（本报记者 付裕 摄）

雨中激战

本报讯 （记者 童霞燕） 8月 10日，由市
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全市“好
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在市广播电视台八楼
演播厅举行。

来自市直新闻单位和各县（市、区）宣传
系统的17位新闻工作者，结合新闻宣传重点
工作，从一个个鲜活的角度讲述他们亲历、亲
见、亲闻的新闻故事，展示新时代新闻工作者
的亮丽风采。

此次演讲比赛以“增强‘四力’，做党和
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为主题，旨在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战线不断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更高标准和要求推动我市新闻队伍建
设，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
演讲比赛中，选手们结合工作实际，有的引经

据典，有的旁征博引，为观众描画了一张张生
动跳跃、富有光泽的新闻面孔，讲述了一个个
青春洋溢、求索奉献的幕后故事，展示了一幅
幅挺立潮头、高歌猛进的发展图画。

一个个感人的采访故事，一片片赤诚的新
闻人情怀，通过记者践行“四力”的真情讲
述，展现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与力量。
经过评委现场打分，演讲比赛评选出一等奖2
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和优秀奖若干
名。景德镇日报社记者张伊、乐平融媒体中心
记者许光平获得一等奖。

此前，景德镇日报社、瓷都晚报社共同
举办了“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预赛，
来自两报的10位选手参加了比赛。张伊凭借
感人的新闻故事和充满感情的语言表达，斩获
唯一的一等奖。

展示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亮丽风采

我市举办“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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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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七月十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

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

地、舆论飞地。主管部门要履行好监管责任，依法加

强新兴媒体管理，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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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 国 航 空 产 业 大 会

曾记否，数千名创业者献身航空、建设三线的艰
辛场景。

曾记否，简陋的厂房、潮湿的矮房一起劳作生活
的画面。

曾记否，厂房旧貌换新颜、生产模式大改变、管理
方式大变革、产能效率大提升、幸福指数大攀升的发
展变迁。

曾记否，直8列队飞越天安门、闪耀沙场、抢险救
灾、反恐维稳、远洋护航；直11首开民机用户交付先

河、圆满完成各大航拍任务、频频亮相各大航展；直10
闪亮各大军演、航展、反恐军事演习以及国际赛事，护
卫国旗、军旗，掠过祖国蓝天；AC311保障社会安全，
让现代生活更美好，成为国内“空中旅游”和“警用护
航”的名片；AC313护卫祖国绿水青山，被誉为“高原
吉祥鸟”和“森林卫士”；直升机万里行开启红色之旅，
寻迹长征路，国产民用直升机飞入寻常百姓家，共同
演绎蓝天交响曲……

这一页页厚重的历史印迹背后，饱含着几代昌飞
人逐梦蓝天的艰辛历程和航空情怀。

1969年 11月22日，一群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创
业者，满怀着建设三线、献身航空的豪情壮志，在瓷都
景德镇东郊扎下了根。

1970年初春，工厂在原景德镇瓷厂厂址的改扩工
程开始动工，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和专业人员匮乏等极
度艰苦的环境，数千名建设者毅然边改造、边新建、边
设计、边生产，开始了直6的制造，并实现了当年建
厂、当年总装、当年首飞；然而，由于技术和生产条件
不够成熟，带来的后果就是直6被迫停产。

1973年，直8开始测绘仿制。当时，受政治环境影
响，再加上经费不足，研制几经放缓，昌飞人一方面积
极争取政策，一方面自筹资金，在国家拨给少量研制
经费的情况下，工厂走上了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道
路；直8的研制可谓一波三折，在艰难中向前推进，创

造了“缓中求进”的奇迹，闯出了一条“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的发展模式。

1985年 10月，工厂从建厂初期的国营昌河机械
厂，更名为昌河飞机制造厂和昌河飞机工业公司。

1985年12月11日，昌飞自行生产的第一架直8型
机从吕蒙机场轰然而起，向世人宣告了我国首架大吨
位直升机的诞生！从此，昌飞真正告别了直升机厂不
出直升机产品的尴尬历史。

1989年8月24日，直8型机首次交付部队使用，
海军成为直8的首个用户。时过境迁，该架机已在部
队服役整整30年，并于今年正式退役。

1994年12月，直11型机首飞成功。如果说直8研
制走的是一条从引进到消化吸收的道路，直11的研制
却是从消化吸收到自主研发。而这条自主研发的道路
最初却是由一笔“入门费”逼出来的。

伴随着直8和直11的相继研制成功，昌飞人开始
把目光投向了国际航空市场，期盼着能成为世界级直
升机大家庭中的一员。1995年9月21日，昌飞开始与美
国西科斯基公司合作生产S-92型直升机，由此开辟了
昌飞在直升机领域对外合作的新纪元。（下转A2版）

不忘初心 矢志航空
——航空工业昌飞奋进五十年纪实（上）

□ 牛新海 张胜 余建华

五十载初心不变，半世纪砥砺前行。
50年，筚路蓝缕，蹄疾步稳；
50年，峥嵘岁月，风雨华章。
回望历史，昌飞人始终牢记党中央和国家的殷切嘱托，

在景德镇东郊，脚踏荒原、披肝沥胆，开始了投身航空、报
效祖国的创业之路。

着眼现在，昌飞人自觉担当作为，创新求变，实现了从
“测绘仿制”到“自主研制”，从“望其项背”到“同台竞
技”，从“装配制造”到“智能制造”的历史性转变。

展望明天，昌飞人必将肩负“航空报国、航空强国”新
使命，忠诚奉献、逐梦蓝天，在高质量发展和航空强国征程
中，奋楫前行，续写新篇章。

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增强，
保证了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投入的
不断增加。1949年全市科技、教
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支出
仅 14 万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科技教育的重要意义得到确
认，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加强，科
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
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2018 年全市科技、教育、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支出达 53.57 亿
元，70年间年均增长17.1%。

科技事业日益兴旺。1957年
我市第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
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正式成立，
以后科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
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
（科技研发） 经费支出14.88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R&D项目
数517个，R&D人员4579人。

教育事业日益繁荣。1949年，
全市没有高等学校，只有2所中专
和5所普通中学，教育事业落后，人
口文化素质极低。70年来，我市基
础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高中级
专业技术教育逐步加强，教育事业
作为振兴经济的一项重要战略措
施得到迅速发展。2018年，全市各
级各类学校1047所，拥有包含全国
唯一一所以陶瓷命名的多科性本
科高校——景德镇陶瓷大学在内
的高等学校4所。九年义务教育巩
固率为99.8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为91.63%。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
受教育年限达到9.82年。

文化生活日益丰富。70 年
来，全市文化事业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群众文化生活内容日
益丰富多彩。2018年，全市有电
影放映单位10个，广播中波电台
数2个，电视台数5座，群众艺术
馆 5 个，艺术演出场次 1250 次。
公共图书馆5个，图书馆总藏量
109.5 万册。市文化馆、文化宫、
群艺馆、少年宫以及各县 （市、
区） 的文化馆每年还经常举办各
种展览、讲座报告会、故事会、
文艺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大大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卫 生 事 业 日 益 发 展 。 2018
年，全市各类卫生机构 1092 个，
比1952年的112个增长8.75倍，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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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战略机遇 加快动能转换 推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

AC313直升机在中蒙边境护林。 （资料图）

近日，笔者的一位朋
友准备到县城某单位办
事。不曾想，等朋友从乡下
坐车赶到该单位时，却被
告知办事员出差了，暂时
停办各种业务，朋友白白跑了一趟，只得等下次再来。

按说，办事员出差属正常。但笔者以为，一个单位不能
因某一位办事员出差了就可以随意暂时停办各种业务，这
明显是一种慢作为、不作为的表现，也是一种懒政。

其实，即使有办事员有事请假或出差，办事窗口也不能
“停摆”，完全可以安排其他人替代。任何一个单位、部门都
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职责，工作日应确保上班时间随时有
人在岗，随时能为前来办事的群众做好服务工作。如果上班
时间因某人请假就随意“停摆”服务，势必会使前来办事的
群众“空跑”一趟，这不但使群众浪费了时间，而且有损单位
形象。时间久了、次数多了，自然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一个单位也好，一个部门也好，从领导到工作人员，都
应树立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想群
众之所想、办群众所需之事，不但要热情服务好，更要让群
众办事“零等待”。如此，才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

莫让群众“空跑”
□ 叶金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