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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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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己亥年十月初九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中共中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

开的，要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出政治宣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

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治理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并

在这一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提高水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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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怡）11月4日，市委召开全市领
导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省
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对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进
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钟志生主持并讲话。他强
调，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
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全市上下要按照中央和省委
的统一部署，全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到位，把省委的具体要求落到实处，为打造与世界对
话的国际瓷都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锋传达了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王前虎、汪立耕、张
春萍等出席。

钟志生指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在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的大庆之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
议。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并
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是党
中央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

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这次全会既是坚定“四个自
信”，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宣
示，也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
想，坚定不移将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前进的政治动
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钟志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
作的工作报告，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回顾了中央政
治局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主要工作，既是中央政
治局向全党交出的又一份出色答卷，也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创造新时代新的伟大奇迹的生动写照。我们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发展不断迈上新的台
阶。

钟志生指出，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全面系统
阐述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
求、总体目标，对坚持和完善13个方面的制度体系
作出部署。深刻领会《决定》精神，就是要把握好总
体要求和总体目标，把握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把握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决定》
部署要求，精准对标对表，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
全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党中央
各项决策部署在景德镇落地生根。

钟志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全体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就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进行了全面部
署。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真正做到学懂弄通做实，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

钟志生强调，切实抓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要始终坚定制度自信，始终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坚定维护者和忠实
实践者，引导广大群众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切实增强认同感、提升自
豪感。要切实强化制度执行，进一步增强制度意识，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和
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要不断完善制
度机制，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
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完
善和发展制度机制，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着力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
制，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高党解决自身问题的
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各项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钟志生对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要精心组织学习，把
全会精神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
要学习内容，重点抓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把
学习全会精神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重点内
容，力求入脑入心、见行见效。要广泛宣传宣讲，精
心组织策划，集中推出系列报道，大力宣传全会精
神，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活动，推动全会精神进企
业、进农村、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要抓好贯彻落
实，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决
定》，深入思考谋划本地本部门的重要工作，确保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景
德镇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出席会议的还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市
四套班子秘书长、副秘书长；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
副主任，市纪委常委、市监委委员；市人大、市政协各
专（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门、市直各单位党
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昌南新区、高
新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本报讯 （记者 程华） 11月4日，市长刘锋主
持召开市政府第57次常务会。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进
会精神，并研究了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
吃透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推进会精神，对照考
核评价体系各项要求抓好落实；要有强烈进取精
神和争先创优意识，以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工
作状态力求争先进位；要加强对上沟通汇报，强
化对接意识，提升协调能力，积极主动争取上级
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要加强配合、加强协
调、加强调度，通力合作，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暨停
车场建设现场推进会精神，审议了《关于推进景
德镇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送审
稿）》的请示。会议要求，要在完成省里下达的

老旧小区改造任务的基础上，出经验、出典型、
达先进，以工作成效回报上级有关部门对我们的
关心关怀；要根据城市特点，在保护历史文化街
区的基础上，高标准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形成一
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要总结以往经验和教
训，将停车场建设作为2020年我市公共服务的一
项重点工作，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积极探索破
解停车难问题。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
年行动第二次现场推进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加
快今年项目建设进度，认真谋划好明年城市功能
与品质提升项目；要以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
创新试验区建设为抓手，以重大项目为突破口，
抓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工作；要以改善民生为
重点，统筹规划好中心城区项目。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自然资源重点工作调度
推进会会议精神。会议指出，空间规划编制、违
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等五项工作，是我市当前需
要重点推进的工作，事关我市未来城市发展，对
当前项目能不能推进、未来发展的空间在哪里等
问题都进行了很好的解答，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自然资源和规划工作
的重要意义，把握目标要求，扎实推进重点工作
的开展。

会议审议了《景德镇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
展三年行动（2019-2021年）（送审稿）》的请示，
听取了关于全国、全省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
业账款工作会议精神及我市相关工作情况的汇
报，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实施意见（送审稿）》的请示。

市生态环境局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对
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重拳出击，加大查处力
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居住在昌江区昌南逸墅小区的群众反映夜间有异味扰民现
象。市生态环境局对此高度重视，安排市环境监察支队、昌江生
态环境局、浮梁生态环境局开展联合调查工作。联合调查组对小
区周边的大气环境进行了充分研判，并开展了持续数十日的夜间
巡查，基本锁定了异味企业。针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联合调查组
第一时间邀请了有资质的单位对企业产生的无组织废气进行了嗅
辨分析，确定了企业存在无组织废气超标的情况，随后要求企业
进行停产整治，对全厂范围内无组织废气产生点位进行全面整
改。经过一个半月的整改，企业基本完成了对无组织废气的完善

收集，并经过第三方公司
检测合格。

目前，昌南逸墅小区
周边大气环境质量已趋于
稳定，联合调查组也将不
定期对周边开展持续巡
查、夜查工作，力求将异味
扰民的情况彻底解决到
位。

我的故乡，是一座具有历史厚重与沧桑感的古
城。火与泥的交汇，釉色与窑变的结合，造就了这座
城市千年不息的文化传承。

曾经的景德镇，因瓷而兴旺发达。可在我的
眼里，景德镇是一座衰退落后的旧城，一根根的
烟囱排放出滚滚黑烟，空气中飘落着颗粒与粉
尘。每至汛期，昌江河水汹涌地叩开低洼处的住

户家门。解放军、武警战士必须开着船才能运送
物资，军绿色成为了小时候挥之不去的影像。交
通封闭是镇巴佬们心中挥之不去的印象。几十年
来，只有一条皖赣线弯弯曲曲地穿过这片土地，
很多年后，才有了高速公路。正是因为陆路不
通，瓷器需走水路运出，“草鞋码头”才在旧时成
为这座城市的别名。 （下转A4版）

市生态环境局：重拳出击
着力整治环境污染问题

市政府召开第57次常务会
刘锋主持

“草鞋码头”在新时代“涅槃重生”
□ 王皓晟

钟志生在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

深 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精 神
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重大决策部署在景德镇落到实处

刘锋传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王前虎汪立耕张春萍出席

11月4日，市委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 （记者 刘定远 摄）

素洁高雅的青花瓷，明亮秀丽的粉彩瓷，
美轮美奂颜色釉……日前，在中国景德镇国
际陶瓷博览会上，来自瓷都的非遗作品、创意
精品陶瓷以及日用陶瓷，将恢宏与纤细、粗犷
与秀丽、平凡与华贵糅合。古朴与现代交叠
间，景德镇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独特魅力，给
展会客商和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变的工匠精神
匠人的“匠”就是倔强的“强”，在景德镇

非物质文化遗产胭脂红釉妙技传承人朱筱平
眼中，匠人身上有种不服输的精神。今年的瓷
博会上，他把一套全手工制作的青花胭脂红
扒花山水描金餐具摆在自家展厅的中心位
置，这是朱筱平最骄傲的一套作品，引发了不
少人驻足询问。

“胭脂红釉创烧于康熙末年，是景德镇御
窑彩瓷制作发展高峰时期的代表性彩釉之
一，在传统官窑工艺技法中，是制作难度较高
的一种。这套瓷具把胭脂红与青花结合，温润
中又透露出一丝清雅。”朱筱平说。出自陶瓷
世家的朱筱平，已经是家族里的第八代传人。

“清末社会动荡，胭脂红工艺逐渐没落。我的
祖父曾在御窑厂供职，家中留有胭脂红釉的
烧制秘方，但只写了个大概。”在朱筱平心里，
总惦记着这个秘方。

2007年朱筱平开始了烧制胭脂红的尝
试，寻找原料，掌握泥胎高岭土配方，尝试釉
果投放比例，调整窑烧温度……却总是遇到
色彩不达标、效果不稳定等各种情况。“一开
始，失败了很生气，就把那些残品砸掉了，后
来失败的多了，舍不得扔那些半成品，专门找
仓库存起来了。”儿子曾表示，“爸爸你做不出
来就不要做了，这哪里是烧瓷器，是在烧钱”。
但朱筱平总觉得，“老祖宗能做到的，我们现
在反而做不到，是件很惭愧的事情”。直到
2015年，重新组合了工艺流程，倔强的他终
于成功复烧出胭脂红瓷。

近五年，朱筱平设计的多套件胭脂红系
列瓷器被选为国礼，走进世界各地。从祖辈前
店后厂的小作坊生产，到今天他创立自己的
品牌，朱筱平觉得，匠人身上的那股倔强精
神，是景德镇陶瓷始终没有改变的东西。

层出不穷的设计创意
“蓝色玻璃代表‘青花’，玻璃上镂空的花

形象征的就是‘玲珑’，透过灯光来看，刚好就
是青花玲珑的效果，这面背景墙的设计可是
花费了我不少工夫。”在瓷博会展区里，吕雅
婷对自己设计的品牌墙十分满意。

26 岁的吕雅婷，已是三个品牌的掌门
人。“父亲做贴牌陶瓷酒瓶起家”，生产贴牌酒
瓶虽然赚钱，但吕雅婷的父亲吕森林一心想
要摆脱这种“哪家有订单就贴哪家牌子”的状
态，“1999年，父亲创立了自己的品牌，选择
了难度系数最高的青花玲珑瓷”。由于工艺难
度较大、管理不善等问题，吕森林一直靠着原
来酒瓶厂的效益支撑玲珑瓷品牌的打造。
2015年，在英国完成学业的吕雅婷选择了回
乡创业，接过了父亲手中的“烂摊子”。

“玲珑瓷是最有景德镇范儿的一种工艺，
但传统碗、茶杯的设计，很难吊起年轻人胃
口，必须创新形式，才能让更多年轻人了解玲
珑、爱上玲珑。”吕雅婷说，她给父亲打拼了二
十年的企业带来的不仅是全新的管理理念，
更是层出不穷的设计创意。“现代人生活节奏
快、压力大，玲珑工艺的陀螺杯、表情杯、胶囊
杯把功能性和趣味性相结合，实用之外也是
一款能拿在手里玩的解压‘神器’。”2018年，
吕雅婷创立年轻化子品牌，（下转A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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