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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
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
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
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

议，并请市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同志提出意见。

一、2020年工作
及“十三五”时期发展回顾

2020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常、极为不易的一年。
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全力以赴抗大疫、战大
洪，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经济社
会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全年GDP增长3.7%，财政总收入
增长0.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4.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4%，CPI上涨
2.1%，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3%、
7.3%，顺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一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抗大疫战大洪取得胜

利。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坚决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迅速启动I级响应，建立市县乡村四
级网格化组织体系，强化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景德
镇是全省病例最少、“清零”最早的设区市，为全省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作出了应有贡献。全力以赴做好防洪减
灾，首次启用浯溪口水利枢纽满负荷错峰调洪，较好发挥

城区排涝站功能，成功应对超历史大洪水袭击，有力保障
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不倒一库、不决一堤、不
死一人”目标。

（二）坚持全城行动、全民参与，创文创卫成果丰硕。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为抓手，大力开展
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扎实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强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广泛开展群众性创建活
动和志愿服务活动，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
被列为全国城市体检样本城市、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市、
全国禁毒示范城市，被授予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工作先进城市、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等称号。

（三）坚持规划引领、项目带动，试验区建设坚实起
步。围绕“一轴一带、一区多点”空间布局，实施了试验区
重点项目50个，完成投资174.7亿元。陶瓷工艺美院新校
区交付使用，陶阳里历史街区、陶溪川二期、智造工坊二
期、昌景黄铁路、景德镇港、景德镇水利枢纽等项目加快
建设。全力推动试验区政策落地。国家试验区管委会获
中央编办正式批复。获批景德镇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全省首批国家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试点。陶溪川文
创街区获批第三批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和全
国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建国瓷厂入选第四批
国家工业遗产，国家工业遗产数量全国第三。景德镇艺
术职业大学获教育部批复。

（四）坚持创新驱动、融合发展，产业升级步伐加快。

实施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R&D经费投入强度
2.2%，全省第二，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
造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 28.1%、31.5%、
14.7%。陶瓷产业创新发展，陶瓷产业孵化及加速器、国
际陶瓷产业合作园等项目加快建设，陶瓷产业市场主体
净增2000多家，规上陶瓷及文创企业增至121家。航空
产业集聚发展，2020中国航空产业发展大会签约项目21
个，项目签约资金突破100亿元，重型直升机研发制造项
目获国家立项。旅游产业全面发展，新增三宝国际瓷谷、
高岭·中国村、名坊园等3家国家4A景区，陶阳里历史街
区、浮梁古县衙创5A通过规划评审，我市获评中国文旅
融合创新发展示范城市，昌江区成功创建第二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浮梁县、珠山区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
范区。传统产业加快升级，黑猫炭黑、华意压缩、宏柏新
材成为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占全省总数的近一半，
天新药业二期建成投产，富祥生物科技园、赛复乐高端精
细化工、云杉新能源等项目开工。新经济蓬勃发展，5G
城市会客厅投入运营，中德工业4.0智能制造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项目开工建设，明兴航空被认定为第二批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实现国家级“小巨人”企业零的
突破。

（五）坚持深挖潜能、激发活力，改革开放纵深推进。
统筹推进238项改革，18家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完
成，御窑博物院成立，省陶研所成建制划归我市。景德镇

知识产权法庭挂牌运行。“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赣服
通”市县分厅3.0版运行，市县两级上线事项达492项。
财税金融改革稳步实施，陶文旅集团通过AA+信用评级
专家评审，市属重点监管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000亿元，
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融资规模突破23亿元，是上年同
期的4.9倍。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新增减税降费16.9亿
元。“映山红”行动成效显著，宏柏新材上市，富祥药业顺
利融资10亿元，陶文旅并购音飞储存成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实际利用外资增长6.2%，
利用省外2000万元以上项目221个，增长7.3%。加快融
入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强化赣东北开放合作，与
法国利摩日市建立正式友好城市关系，获外交部批准下
放领事认证代办权。举办第十七届中国景德镇国际陶瓷
博览会，坚持投资与贸易、线上与线下、精品化与大众化
相结合，交易总额突破55亿元。

（六）坚持倾听民意、聚焦民生，群众幸福感持续提
升。加大民生投入，全年民生支出达188.2亿元，十件民
生实事基本完成[1]。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现行标准下
贫困人口全部清零，18个省级贫困村全部退出。千方百
计稳就业，新增就业1.77万人，零就业家庭就业安置率
100%，城镇登记失业率3.12%，远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
平。成功承办第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社会保
障体系日益健全，顺利通过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城市验收， （下转2版）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2021年5月26日在市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

代市长 胡雪梅

十年一剑，英雄少年！2021年高考于6月7
日拉开帷幕，景德镇15218名考生奔赴考场，迎接
人生中的一场重要“战役”。

上午7时30分，距离高考第一场考试还有1
小时30分钟，但景德镇二中考点外已站满了“迎
战”的考生以及老师、家长。

黄欣成就是其中一员，他此刻正与几名同学打
着招呼，互相说了几句“加油”后，又开始闭口不语，
目视前方人群，似在平复心情。他告诉记者：“我以
为就自己来得早，没想到已经来了这么多人。”

一旁，交警也早已忙碌起来。几名交警在昌
江大桥桥头处指挥着交通，另外几名交警则分赴
二中大门口和对街引导着路人安全通行，叮嘱电
动车主有序停放车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
队负责人黄国胜告诉记者：“我们上午7点就到了
考点，摆放道路交通设施，指挥交通，预防拥堵。”

记者了解到，为了全力给考生保驾护航，交
警一大队不仅派出了12名警力，同时出动了4辆
警车，以应对考生忘带考试用品等突发情况。

在学校大门处，二中教师余美华正手持一叠
准考证，向不时走来的学生发放，并在每一位学
生接到准考证后，还不忘叮嘱他们“一定要冷静，
以平常心应考”。

相比老师和学生的“泰然自若”，家长则多数
表现得并不那么淡定。于他们而言，站在考场外，
不仅要经历烈日下的高温炙烤，或许还要经历一
番紧张心情的“烤”验。在送孩子进入考场后，林
先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紧张”，他告诉记者：“我
比孩子还要紧张！”说着，他朝一名走过身旁穿着
旗袍的熟人打了声招呼，得知这名熟人也是送孩
子来高考后，连忙说道：“旗开得胜！”这名熟人道
谢后，又加紧脚步朝学校大门走去。看样子，她
也并不比林先生平静。

同样的一幕也在景德镇一中考点外上演。
记者赶到一中考点时，考生已大多入场，可家长
依旧三五成群地围在考点外。人群中，身着旗袍
的女士随处可见，其中胡女士不仅自己身着旗
袍，更让自己13岁的小女儿穿着旗袍，一起预祝
儿子金榜题名、旗开得胜。

在景德镇一中前门的天翼路上，身着制服的珠山区城管局新厂中队的
城管队员正引导着大家有序摆放电动车。该中队副中队长邓瑜告诉记者：

“由于天翼路比较狭窄，我们和交警一起在7点左右就来到现场，共同维护
考点外的秩序。同时，我们还在两辆执法车上贴上了‘爱心送考’的标志，
就在前不久我们路过昌河时，看到考生在路上行走，就把他们带上，送到了
考场。”

上午8时45分，距离开考还有一刻钟时，记者在天翼路上遇上了景德
镇一中高一学生邱朝政，他正与几名同学在一块交谈。他告诉记者，他与
几名同学相约来感受高考的气氛。说话间，满脸的笑容，展现着少年的阳
光。此刻，他正为两年后的人生重要“战役”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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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党政考察团赴上饶学习考察
刘锋胡雪梅曹雄泰张春萍参加 史文斌陈云邱向军朱寅健陪同

本报上饶讯（特派记者 张怡）6月7日，景
德镇市党政考察团来到上饶市学习考察，深入
学习该市在工业园区建设、产业集群发展、重
大项目招商、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和成功做法。

市领导刘锋、胡雪梅、曹雄泰、张春萍、
吴隽、刘朝阳、刘瑞英、俞小平、饶华东等参
加学习考察。上饶市委书记史文斌、市长陈
云、市委副书记邱向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朱
寅健等陪同。

景秀瓷都、厚德古镇，上风上水、上乘上
饶。在上饶考察期间，市党政考察团先后深入
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地，就上饶市在数字经济产业、光伏产业、汽
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中
的一系列好经验、好做法进行学习考察。

作为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
是传统经济转型升级的“跳板”，也是未来新经
济快速发展的“蓝海”，正前所未有地重构着经
济发展“新图景”。来到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
市党政考察团一行走进试验区展示中心、江西
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软通动力信息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试验区创新发
展数字经济和落户企业发展成效，对上饶市抢
抓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机遇，主动拥抱数字经济
时代的一系列创新做法和取得的实际成效表示
赞赏。

国家级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历经 20 年发
展，已在2020年跻身“千亿园区”行列。这里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光伏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已经形成了“硅片—电池片—组件—应
用”垂直一体化完整产业链。来到晶科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上饶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偌大的生产车间，一台台IGV搬运机器人正在马
不停蹄地工作，生产过程已经实现了高度的智
能化、自动化，考察团一行实地了解了上饶光
伏产业发展情况和重点企业生产规模、工艺技
术及产品特点。来到一舟大数据产业园，一走
进展示中心，一股饱含未来气息的科技感扑面
而来，考察团一行详细了解了该公司的业务范
围、产品特点，看到一个个为各领域数据需求
提供的智慧解决方案，考察团成员纷纷点赞。
在江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和爱驰汽车
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详细了解了上饶汽车生
产企业产能规模、产品特色和市场前景，并饶
有兴致地进行了试乘试驾。在江西汉氏联合干
细胞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仔细了解了干
细胞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前景。建设中的上饶
滨江商务中心，塔吊林立、机声隆隆，考察团
一行纷纷表示，作为上饶产城融合的示范区，
滨江商务中心在积极推进产城融合中的好做
法、好经验，值得景德镇学习借鉴。

考察中，刘锋代表景德镇市党政考察团对
上饶市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在

短短一天的考察中，呈现在考察团眼中的上
饶，是一个全新的上饶，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上饶。“十三五”时期，上饶在产业发展方面，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规上工业增加
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技改投资、规上企业
数等方面，都排在全省第一方阵。前不久，上
饶市召开了市委四届十二次全体 （扩大） 会
议，强调要强力推进“三大五提升”发展举
措，奋力开创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现代
化大美上饶新局面，其中有很多“干货”和

“实招”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刘锋指出，景德镇在“十三五”时期，到

处充满着创新创造，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成
绩，但是我们要客观地认识到，景德镇还存在
不少发展中的短板。这次市党政考察团专程到
上饶进行考察，就是要学习上饶在发展大工业
方面是如何解放思想、创新理念，强化服务、
提高效率，招大引强、扶优扶强的，这其中很
多做法，非常值得景德镇学习。我们要通过这
次考察，认真学习上饶在经济发展、产业发
展、工业发展上的宝贵经验，并以这次考察为
契机，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在具体的实践操作
上，有针对性的派出专门小分队到上饶开展进
一步深入学习和对接，真正取到真经。

史文斌对景德镇市党政考察团到上饶考察
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上饶和景德镇有着极
为深厚的情谊。前不久在景德镇市召开的全省
旅发大会，让所有与会嘉宾都看到了景德镇日
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旅发大会之后，上饶专门
派出了几批干部，到景德镇进行考察交流，就
是为了学习景德镇在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上能打
硬仗的建设者精神。

史文斌指出，正如方志敏同志在80多年前
所预言的，今天的上饶，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
时期，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
月异的进步，这既是革命先辈用献血和生命换
来的，也是上饶历届领导班子共同努力取得
的。上饶和景德镇同处在赣东北的土地上，山
水相连，人员相亲。希望能以此次考察为契
机，深入开展两地务实合作，共同发展，携手
把我们的事业建设得更好。

考察中，市党政考察团还来到上饶市规划
展示馆参观考察。

市领导罗建国、张维汉、孙艳峰、张良
华、孙鑫、徐耀纯、邹永胜、张景根和景德镇
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高唤虎、景德镇国家陶瓷文
化传承创新试验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刘子力等
参加考察。

景德镇市党政代表团在江西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考察。 （记者 刘定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