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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彭志明在袁州区新坊镇中心小学演示版
画制作。2011年，袁州区凭借版画被文化
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该区注

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让少年
儿童近距离地接触非遗、了解非遗，从而提
高少儿非遗传承保护的意识和兴趣爱好。
（乐小梁 本报记者 袁亦张 摄）

本报讯 鄢辉斌 丰甫钟报道：回
收废品加以循环利用，培育成循环经济
产业；煤炭产业投资主体面对资源日益
枯竭的煤矿逐步转向发展花卉苗木、油
茶等绿色产业；特色鲜明的生物食品、陶
瓷建材、机械电子等现代制造业逐渐形
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这是新常态下
丰城市变废为宝、变黑为绿、变点为链，
推动主导产业升级壮大的精彩演绎。一
季度，该市财政总收入完成16.86亿元，
同比增收1.54亿元，增长10%，占年初目
标的25.7%；规上工业增加值40.58亿元，
同比增长8%。

变废为宝，坚定不移地培育循环经
济产业。曾经“脏、乱、差”的丰城，在市
委、市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引进行业龙头
企业将废弃垃圾循环利用，培育循环经
济产业，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成就了一
个产业。2013年，该市正式启动了循环
经济园区三期建设，促进了一批重大项

目落地。2014年，循环经济园区共签约
项目12个，其中格林美年处理30万吨废
五金及30万吨废塑料综合利用项目、东
江环保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等8
个工业类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建成
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91.8亿元，利
税约9亿元。2014年，该市再生资源企
业生产总值达63.74亿元，税收达到5.3
亿元。截至目前，市循环经济园区已吸
引52家再生资源企业落户。

变黑为绿，积极引导煤炭产业投资
主体逐步转向发展花卉苗木、油茶等绿
色产业。近年来，煤炭产业随着煤炭资
源的枯竭而衰退。为此，丰城市委、市政
府把引导煤炭产业转型作为政治使命和
历史责任，努力把丰城的产业从地下升
到地上，从黑色转为绿色，把煤矿主转型
为油茶场主。天缘花木公司董事长熊健
原有两家矿井，3年前及时转型绿色产
业，流转山地上万亩，投资上亿元种植油

茶、茶叶和苗木。2012年12月7日，省煤
炭集团万亩林木花卉基地一期工程暨叹
早湖生态园开工动员会在丰城举行，旨
在促进矿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

变点为链，努力把经济增长点延伸
为经济增长链。近年来，该市成功引进
了生物食品、陶瓷建材、机械电子、再生
资源等一批特色鲜明的现代制造业，逐
渐形成了以生物食品产业、机械电子产
业、陶瓷建材产业、再生资源产业等为主
导的四条产业链，2014年完成工业增加
值128亿元，增长18%。该市以全国超级
产粮大县和丰富的电厂蒸汽为基础，重
点培育了恒天实业等5家生物糖浆企业，
以生物糖浆为原
料，集聚了20余
家生物食品深加
工企 业。2014
年，全国最大的
黑五类食品企业

南方食品、全国最大的焦糖色生产企业
恒泰食品竣工投产；天玉油脂植物油酸
生产线竣工投产，将植物油精深加工延
伸到化工产业；恒天食品氨基酸生产线
正式投产，恒顶食品投资6000万元新上
大米蛋白肽项目。丰城率先将一粒大米
拉长到医药化工产业节点，形成了一条
大米转化的完整产业链条。丰城市精品
陶瓷基地以唯美、东鹏、斯米克为龙头，
引来宏瑞新材料、源聚实业等10多家釉
料、辊棒、包装等配套企业，已形成以瓷
土原料供应、陶瓷机械及模具加工、陶瓷
化工原料生产、陶瓷生产、陶瓷包装为一
体的完整陶瓷产业链。

变废为宝 变黑为绿 变点为链

丰城“三变”促产业升级增动能

微新闻

宝峰入选全省首批水生态文明乡镇
本报讯 日前，从省里传来好消息，靖安

县宝峰镇与景德镇市浮梁县瑶里镇、鹰潭市龙
虎山景区上清镇、吉安市峡江县马埠镇、新余
市仙女湖区九龙山乡等5个乡镇被命名为江
西省首批水生态文明乡镇。近年来，宝峰镇加
大潦河保护和治理力度，建设集镇污水处理厂
和垃圾中转站，采取整治排污企业、组建河道
清理队伍等措施，保护和改善河道水质。

（小 陈）

《中国共产党万载县历史》第二卷编纂工作启动
本报讯 近日，《中国共产党万载县历史》

第二卷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该卷将记述万载
县各行各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1949年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12月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该卷共四篇，分
别为《万载县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
复与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曲
折前进》《“文化大革命”运动与万载人民的拨
乱反正》《附录》，约30万字，预计于2016年春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审核出版。 （徐小明）

上高县民政局全力打造“精准”救助
本报讯 今年，上高县民政局完善了城

乡居民家庭经济核对工作制度、“民政亲民地
图”工作制度，严格做到“五不审批”，即：不入
户调查的不批，不民主评议的不批，不公示的
不批，不通过一个大厅联审联批的不批，不经
过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不批。今年第一季度
全县精准救助困难群众2.21万人次，共发放
低保金、医疗救助金、临时救助金等各类社会
救助金1520万元。

（卢陆军）

本报讯 张勇波报道：今年以来，
为积极拓宽农民致富渠道，樟树市店
下镇在帮农致富工作上，按照因地制
宜、资源整合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探索
出“分类帮扶”的新模式。

一是针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有
一定文化素质的家庭，以“工学结合”
的模式，为他们开辟就业道路。以洽
谈会和专场招聘会的形式，组织用工
企业与当地农民及返乡农民工座谈，
促进相互了解，促成签订就业协议。
截至目前，已先后帮助560名农民实
现就业。二是针对经济条件稍好的家
庭，以“基地+培训”的模式，为他们开

辟致富道路。依托天心茶园和百禾花
卉苗木基地，通过政策引导，提供返乡
农民工小额免息贷款、财政小额贴息
贷款等形式，帮助农民引进项目。同
时，积极联合樟树市就业局、农业局、
畜牧水产局等单位，聘请专家定期举
办种植养殖培训班。今年以来，共举
办各类培训、讲座10期，参加培训人
员达400余人。三是针对有一定经济
基础的种植养殖大户，以“绿色帮贷”
模式，积极协调银行，对种植养殖大户
和小型企业主进行重点扶持。目前，
已有近30户农户通过这种模式获得
致富贷款。

店下镇“分类帮扶”促农富

连日来，全国劳动模范、高安市超鹰
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英正在忙着
新上线一条齿轮生产线。通过与武汉理
工大学、南昌大学的专家团队共同合作研
发，该项目已拥有1项发明专利、11项实用
新型专利，成功列入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新基金项目。目前，公司通过加大技术
创新，其专利产品成功打入了江铃汽车、
时风汽车等国内主流汽车制造市场。

出生于华侨家庭的吴英，年轻时就
放弃国外良好的发展机会，选择在高安
干一番事业。女子柔弱是本性，但她表

现出来的却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坚强。
2003年底，下岗后的吴英与丈夫一

道创办起江西高安超鹰齿轮制造有限公
司。她为企业的发展呕心沥血，跑资金、
钻技术、抓管理，处处有她的身影，创造
了超鹰飞速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里程碑。
厂子由几名员工的家庭式小作坊壮大成
拥有现代化机械设备百余台、技术人员
十余名、员工近70人的专业机械制造
厂。2014年5月，为适应发展需要，提升
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她又创建了江西高
安超鹰科技有限公司，扩建厂房30000平

方米，企业实现了由小作坊向现代企业
的华丽转变。

在吴英的带领下，企业科技创新,产
品质量提高，生产成本下降，产品销路拓
宽，销往全国16个省（区、市），并随机出
口海外，还与江铃、五菱等大型国有企业
联姻，专门从事自动化制造汽车从动齿
轮生产，成为上述企业的配套厂家，年创
汇达1000万美元。

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吴英始终把回
报社会铭于心、践于行。她积极参加各
项社会活动，热心公益事业，抚贫济困，

结对帮扶了近20名失学儿童。汶川、雅
安地震，高安八景雹灾等自然灾害发生
后，她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募捐箱前。

吴英的辛勤工作和对社会的贡献得
到了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
今年，吴英成功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

如今，一个占地40亩的新厂区已初
具规模，一排排崭新的厂房巍然矗立，超
鹰机械正朝着打造齿轮制造的航母奋勇
前行。

一名女侨眷的机械制造梦
——记全国劳动模范、高安超鹰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英

彭松林

本报讯 梁剑锋报道：5月13日凌晨，高安建筑陶
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环保部门出动4组执法人员，对
基地内部分陶瓷和化工企业进行突击检查。此次“零点
行动”重点对企业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共检
查包括江西富利高陶瓷有限公司、江西瑞雪陶瓷有限公
司等12家陶瓷和化工企业。

环保问题历来是陶瓷行业的焦点问题。该市作为陶
瓷行业的一大产业密集区，一直都把环保问题作为首要任
务来抓，严格要求陶瓷企业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并在日常
工作中加大监管力度，确保企业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与此
同时，针对部分陶瓷企业为节省生产成本在夜间偷排漏排

的环境违法行为，不定期开展“零点行动”进行突击检查，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为企业敲响环境保护的警钟。

此次夜间执法行动一直持续至次日凌晨2点多。
除发现江西景陶陶瓷有限公司脱硫塔未运行外，还发现
部分企业存在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的地方，如脱硫塔有
滴漏、水质不达标等问题。

下一步，该市将对查实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严肃
处理，对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的企业责令整改；继续对
重污染行业、企业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展开不定期的专
项行动，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形成严查环境污染行为的
高压态势，确保全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突击检查 严厉打击

高安“零点行动”敲响企业环保警钟

5月15日，宜春城区鼓楼广场，民警在给市民讲解假币识别知识。当天，
是全国经侦宣传日。市、区公安机关会同工商、食药监、国税、地税等部门，开
展“打击经济犯罪、识假防骗、共创平安”宣传活动，以切实增强群众的防范意
识和能力，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

（本报记者 罗玉蓉 刘继刚 摄）

识假防骗
共创平安

本报讯 首席记者彭文辉报道：5
月15日，中德无公害化生猪养殖学术
研讨会在宜春学院举行。市委书记邓
保生致辞。市委常委张鉴武，省科协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罗莹，省科技厅
副厅长、省山江湖开发治理委员会办
公室主任戴星照；德国生猪养殖培训
联合机构（KTC）专家团团长、德国远
东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柏歌德博士；
宜春学院党委书记肖华茵、校长李雪
南等出席研讨会。

邓保生在致辞时向参加研讨会
的各位中外专家和省内外嘉宾表示
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宜春市
情。他说，宜春学院是被列为江西

省十所转型发展试点高校之一。去
年12月，宜春学院与德国生猪养殖
培训联合机构（KTC）合作建立中德
培训中心，并签订合作协议，这既是
宜春学院转型发展、开放办学的一
大创举，也是中德两国人民友好交
流的有力见证，标志着我市引进世
界先进养猪、育种技术迈出崭新一
步。该合作项目的成功落地，必将
对宜春乃至江西生猪养殖业的发展
和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起到积极示
范推动作用。

研讨会上，来自德国和江西的专
家围绕无公害化生猪养殖这一主题进
行了学术交流。

中德无公害化生猪养殖学术研讨会在宜举行
邓保生致辞

本报讯 陈建军 记者黄龙报
道：5月15日，全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建设现场会暨“迎国检”工作推进会在
宜春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蒋斌致
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厅长朱希
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王爱和、王昭春，副市长黄德刚参加
会议。

据悉，为打好“迎国检”攻坚战，我
市着重突出“四个重点”，即加快养护大
中修及危桥改造工程的实施；规范内业
资料整理，细化责任，落实节点；对
320、105国道开展以治理“四违”为重
点的路域环境集中整治；着力打造320
国道示范路工程。精心打造“三个亮
点”，即路网监测平台坚持高起点、高标
准建设；在现有三个市级养护中心的基
础上，高规格建设县级明月山养护中
心；着力提升道班服务功能，将石市、思
前铺道班打造成养护服务中心。

会议要求，要把握任务重点，攻克
工作难点，努力打好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建设养护和“迎国检”攻坚战。要抓
进度，保质量。按照国检时间表倒排
工期，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程建设；学

习和借鉴高速公路建设养护服务的先
进理念、技术和管理，努力提升普通国
省道干线公路内在质量、服务水平。
要综合治理，规范管理。加大路域环
境整治，真正实现“八个无”目标；强化
治超工作的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加
大路面执法力度，严查车辆超限超载
违法运输行为；完善好内业资料。要
突出特色，打造亮点。围绕我省山清
水秀的特点，打造一批普通干线公路
“人在车里，车在路上，路在风景中”的
优美路域环境品牌。要全面落实责任
分工，把握时间节点，7月初完成规范
化资料整理汇编，8月底前全面完成
各项“迎国检”工程。会议还听取了宜
春、南昌、上饶、吉安等地关于国省道
干线公路建设、管理和养护、路域环境
整治、公路融资平台建设等方面的经
验介绍。

当日，与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明
月大道、环城南路、320国道绕城改线
工程。

又讯：当日下午，我市召开交通公
路工作汇报会，专题向省交通厅领导
汇报我市交通公路建设工作。

推进国省干线公路建设 打好“迎国检”攻坚战
全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建设现场会暨“迎国检”工作推进会在宜春召开
蒋斌致辞

Jochen Noth
Hervorheb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