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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瓷博会开幕
还有66天

瓷博会举办时间：
10.1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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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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七月十三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这要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要引导全党增强“四个意

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

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

要身体力行，在履职尽责过程中自觉在大局下行动，为全党做好表

率。

——习近平
2019年8月 日 星期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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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规划 高水平建设 高效能管理 加快航空小镇兴起来

70年来，市委、市政府坚
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奋斗目标，以民为本，为全市
人民提供更满意的收入、更舒
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
保障、更精准的全面小康。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老百姓钱包鼓起来了，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到37183元和 16510元，比
1980 年 增 长 101.43 倍 和 62.26
倍。瓷都人“闲钱”更多了，
年末住户存款余额从1950年的
6万元增长至2018年的678.50亿
元；人均存款更是达到 40551
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3576
元，远高于 1949 年的 0.12 元。
居民消费能力更强了，2018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达到22857元，比1980年的327
元增长68.90倍；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性支出达到 12098 元，比
1983年的269元增长43.97倍。

持续加大民生支出力度。
全市始终坚持新增财力向困难
群众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基
层倾斜、向公共社会事业倾
斜，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直
接、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
2018 年，全市涉及民生的支
出，包括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等八项支出共计169.39
亿元，远高于 1951 年的 14 万
元，占财政支出的83.0%。不断
加大养老服务业投入，建立了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补贴机
制，成立了专业养老机构，培
训了专业养老护理人员，满足
老年人“多样化需求”。截至目
前，社区居家养老覆盖全市
100%的城市社区，各种老年大
学48所，在“老有所养，老有
所乐”的征途中迈进了一大步。

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2018
年，全市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人数44.07万人，参加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54.22
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人数33.6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人 数 126.27 万
人。社会帮扶力度加大。城镇
低保保障标准每月提高50元，
达到600元，农村低保保障标
准每月提高 20 元，达到 360
元。参加失业保险人数13.01万
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375
人，医疗救助1.15万人次。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坚持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重
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紧盯“两
不愁三保障”目标，构建和完
善精准脱贫的工作体系，采取

有效措施，推动全市脱贫攻坚取得新进展。2018年，有序推
进产业扶贫“四个一”工程，机关干部挂点帮扶实现全覆盖，
完成4190名贫困人口和5个省级贫困村退出任务，启动城镇贫
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截至2018年底，全市共有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11570户28008人，5年累计脱贫18123人，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减少至9885人，贫困发生率由2.69%降至0.95%，下降
1.74个百分点；18个省级贫困村减少至4个，完成89%。列入
2018年实施计划的22处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全部
完成，完成投资4063万元，受益人口9.59万人，其中国家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303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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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刚刚改造提升过的浮梁县浮梁大道，道路
平整宽阔，没有城市的拥堵，驱车行驶在这条大道
上，不仅让人感觉心情舒畅，更有一种让人心胸开阔
的豁达和满满的自豪感。

尤其让浮梁人民充满自豪感的是，大道两旁的
一个个建设中的项目：江西陶瓷工艺美院搬迁项目
正在进行征地拆迁和土方平整，明年9月一座大学
新校址将在这里诞生；浮梁县第五中学已在着手动
工建设的各项准备工作，计划明年竣工；坐落在大道
南边的“玲珑碗”状的体育馆也在发挥着应有功能，
做到了物尽其用；“玲珑碗”的东边是刚刚建成的建
设大道，这条路直接拉近了浮梁通往高铁站的距离；
更令人惊叹的是，去年9月之前原本还是一片山坡
的土地上，如今完成华丽蜕变，1800亩的规划用地上
竖起了一栋栋整齐划一的教学楼，这里是即将投入
使用的景德镇学院新校址，目前工人们正在紧张的
进行着各项扫尾工作，届时将迎来1.5万名师生入驻
……

驶出浮梁大道，穿过新港大道后来到了景瑶公
路，这条通往瑶里旅游风景区的旅游公路正在进行
改扩建提升：一台台挖掘机、一辆辆工程车来往穿
梭、机械轰鸣，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该项目以结
合生态环保和绿色出行为目标，原景瑶线8.5米主道
路保持不变，路肩绿化带不变并进行升级优化，两边
再新增加宽3.5米的行车道和2米的自行车道，从而
全面打造一条既满足通行能力，又满足至瑶里景区
旅游绿色出行并兼具慢行系统的特色旅游公路。工
程计划于2020年6月完工。

若是踏春时节，行驶在景瑶线上，大部分人都会
被公路两边的万亩花海所震撼。由浮梁县与景德镇
黑猫集团携手打造的“高岭·中国村”田园综合体项
目就落户在景瑶线上，这也是浮梁积极贯彻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举措，对促进产业融合、提升
旅游人气，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动浮梁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该项目规划总面
积为26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50亿元，主要发展“生

态农业、瓷茶文旅、论坛培训、运动康养、旅居文创”
五大业态，重点构建“一环两带，六园一区”的空间布
局。项目开工以来，浮梁县主要领导多次察看现场，
召开专题会议，及时协调解决项目进行中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项目所在地鹅湖镇政府更是积极主动配
合项目建设，全力开展项目征迁等工作。在各方努
力下，该项目一期的路网水系、房屋征迁等工作快速
推进，取得了良好效果。

下一步，浮梁县将以建设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
传承创新试验区为契机，以“双创双修”为抓手，大
力推进城市主次干道“白改黑”、背街小巷以及 13
个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谋划推进县五中、“五馆
一中心”、妇幼保健院及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项目，
着力推动城北新区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
山水园林县城。同时，在农村项目建设方面，将全
力推进“高岭·中国村”田园综合体、“荻湾”乡村振
兴开发、蛟潭花千谷等农业产业项目；浯溪口库区
旅游开发、经公桥“三港”、勒功沧溪、江村严台等旅
游项目以及农村四好公路、浯溪口库周公路等农村
公路建设，着力破解发展难题，让乡村与城市一起
发展起来。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浮梁复县
30周年；2019年，还是浮梁实现“一年打基础、三年
见成效、五年达目标”的关键之年。今年年初，县委、
县政府谋划的58个重点项目中，截至目前已开工46
个，开工率为79.3%。2个省重点项目全部开工，28
个市重点项目开工24个，开工率为85.7%。据悉，接
下来浮梁将进一步强化“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的理
念，坚持项目化推进工作，推动全县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怡）8月12日，距离今年秋季
开学仅剩半个多月时间，市委书记钟志生冒着高温
酷暑，来到即将正式投入使用的景德镇学院新校
址，专题调研该校工程收尾及搬迁过渡工作。钟志
生强调，景德镇学院迁建项目，是我市高等教育发
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提升景德镇学院办学水平创
造了条件、搭建了平台。现在，距离开学的时间越

来越近了，工程也进入了最后收尾阶段，新老校区
搬迁过渡工作也在稳步推进当中，各相关部门和参
建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精品意识，着重抓好
细节，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市长刘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立耕，市政协
主席张春萍，市政协副主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局长孙庚九，市委秘书长胡春平陪同调研。

围挡拆除后即将投入使用的景德镇学院新校
址，在朝阳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宏伟，工人们在工地
上挥汗如雨，为这座从荒坡丘陵上拔地而起的国际
化、现代化、智能化、生态化大学校园按时投入使
用进行着紧张的工程收尾工作。钟志生一行沿着校
内道路，先后来到学生宿舍、教学楼和办公楼，察
看工程进展及功能、质量。

走进一间学生宿舍，钟志生四下打量，看到宿
舍内各种设施已经安装完毕，仔细闻了闻未发现室
内有明显装修异味，只需稍加打扫就能投入使用
时，钟志生表示满意。他强调，宿舍是学生每天生
活休息的地方，是否有装修异味是检验工程质量的
一项重要标准。我们要从学生的角度，站在为学生
身体健康负责的高度，把好材料关和施工关，为学
生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教学楼，钟志生走进一间智慧教室，看到教
室里红外互动电子白板、物联网讲台、智能语音监
控等各项设备一应俱全，钟志生表示肯定。他强
调，智慧教室不是为了好看和所谓的“高大上”，只
有用好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希望景德镇学院能够
充分发挥高科技设备的功能作用，使其真正服务于
教学目标和课堂教学。

调研中，钟志生一行拾级而上，来到该校的制
高点——图书馆，俯瞰校园全貌。钟志生强调，短
短一年多时间，一座占地约1800亩、建筑面积约32
万平方米的校园在这里拔地而起，创造了“浮梁速
度”，彰显了“景德镇精神”，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的

“荷塘精神”，在这当中，浮梁县、陶文旅集团和各
施工单位做了大量工作，值得肯定。现在，距离开
学仅剩半个多月时间，工程也进入了最后收尾阶
段。各相关部门和参建单位要卯足干劲，强化精品
意识，着重抓好细节。景德镇学院要提高政治站
位，确保新老校区搬迁过渡工作圆满完成。将景德
镇学院迁建项目这件我市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大事
办好、办实。

大干项目促发展 真抓实干惠民生
——浮梁县着力抓好项目建设

□ 查娜娜

钟志生在调研景德镇学院新校址工程收尾及搬迁过渡工作时强调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精品意识 着重抓好细节
将景德镇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这件大事办好办实

刘锋汪立耕张春萍陪同

钟志生一行在景德镇学院新校址调研。 （本报记者 程少艾 摄）

本报讯（记者 甘牧）受台风“利奇马”影响，我市
在上周末出现了短暂性的降雨天气。本周我市天气
状况如何？昨日，记者采访了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

据该台27号预报员黄龙飞介绍，目前“利奇马”
对我市的影响已基本结束，受台风影响，我市10日出
现了中雨。预计在未来一周的时间内，我市晴热高温
天气仍将持续，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

具体预报为：8 月 13 日，25—36℃；14 日，26—
36℃；15 日，26—35℃；16 日，26—36℃；17 日，27—
37℃；18日，27—37℃；19日，27—37℃。

气象专家提醒：广大市民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在
高温下作业的工人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中暑。

本周我市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汪涛）自7月中旬以来，我
市出现持续高温晴热少雨天气，受其影响部分地区出
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截至8月8日，全市农作物受旱
面积为6.72万亩，其中轻旱4.76万亩、重旱1.75万亩、
干枯0.21万亩；水田缺水面积5.53万亩，旱地缺墒面积
4.62万亩。

面对旱情，我市各级各部门不等不靠，严格落实
抗旱责任，因地制宜强化措施，广泛发动群众投入防
旱抗旱工作中，最大限度减少旱灾损失。据统计，全
市已投入抗旱人员1.07万人、抗旱资金717万元，投入
机电井61眼、泵站182处、机动抗旱设备2030台套、装
机1.18万千瓦，抗旱用电78.2万度、用油49.5吨，抗旱
浇灌面积5.44万亩。

截至7月底，全市各类水工程蓄水总量为3.65亿
立方米，比常年同期偏多24.44%。各级水利部门加强
对水库、山塘等水利工程的调度，科学合理控制出水
量，强化计划用水、节约用水，规范用水秩序，保障生
产生活用水需要。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蓄、引、
提、调并举，尽可能增加水利工程蓄水量，为抗旱提供
水源保障。气象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抢抓有
利条件开展人工增雨作业，有效缓解旱情。

6.72万亩农作物受旱

我市积极防旱抗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