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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市委常委、副市长汪天行会见了客人，介
年瓷都举行世界知名产瓷区市长（景德镇）峰会，追 绍了景德镇的悠久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发展。
溯中国和世界陶瓷业发展史，交流发展瓷业经验，商 希望总领事先生，多看看，寻求和开展中法经济、文
-13日世界知名产瓷城市11位市长、议长，欢聚千

讨相互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参加了会议，发表了热情

化等各领域的新合作。

场的不断拓展。

一、大力加强国内侨务工作，发挥广大归侨侨眷
同海外亲友联系广泛的优势，拓宽对外交流渠道。
在做好国内侨务工作中，市外侨办抓住贯彻执行新

德盖义先生对景市新发展表示十分赞赏，并说，
洋溢的讲话，欢迎各国产瓷城市市长来江西景德镇， 我是第二次到景德镇，感到发展变化很大，非常喜欢
祝贺国际知名产瓷城市市长峰会胜利召开，取得圆 这个城市，愿为景德镇工商企业和法国企业的合作
满成功。
牵线搭桥，开展合作，共同发展。
10月1日，在国际知名产瓷城市市长（景德镇）
德盖义先生在景期间，在市外侨办负责人陪同
峰会上，英国瓷都斯托克市市长迈克·
沃尔夫、美国 下参加瓷博会等大型活动。
（徐年瑞撰稿）
产瓷名城门县市议长查尔斯·
莫斯特、日本产瓷名城
佐贺县有田町副盯长江崎千夫、日本陶都爱知县懒
户市市长增冈锦也、欧洲瓷都法国利摩日市市长代
侨务
表埃里克·
马丁、韩国瓷都利川市市长柳胜优、意大
利瓷城阿塞米尼市市长卢恰诺·
卡苏拉、景德镇市代 ［概述】2004年是景市侨务工作新发展的一年。一
市长虞国庆先后发表了精彩的演说，表述加强友好 年来，侨务部门、涉侨单位以及全市3000多归侨侨
合作，共谋发展繁荣之建议。经过商讨，大家达到了 眷，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
共识，一致通过并签署了《景德镇宣言》。
关于侨务工作论述，认真贯彻执行新修改《归侨侨眷
宣言指出，基于全球一体化，产业的调整，激烈 权益保护法》依法护侨，发挥侨力，为扩大瓷都开放，
的竞争与紧密的合作，成为陶瓷企业共生关系的主 加速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全
要形式，世界各产瓷城市需适应时代发展，建立政府 市共接待华人华侨、港澳同胞近2万人次。市外侨
之间友好交流和合作，在人力、技术、信息、资金、文 办直接接待华人华侨社团首领、知名工商企业家18
化等广阔领域寻求互惠互利、共享共赢的合作机会， 批，180多人次，直接引资1000万美元。扩大了对外
提高整体竞争力，以利世界陶瓷经济持续增长和市 开放，促进了瓷都的经济建设。
会后参加市长峰会的市长表示，将努力实施《宣
言》宗旨，促进相互合作，以利共同繁荣。意大利阿
塞米尼市市长卢恰诺·
卡苏拉说：“这次峰会是世界
上第一次世界产瓷城市市长峰会，为加强相互交流

和广泛合作开阔了新起点，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英
国斯托克市市长迈克·
沃尔夫表示，对于我们产瓷城

市来说，最好的联接点莫过于中国景德镇，通过这次
峰会，我们要建立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开展真诚
合作。法国利摩日市市长代表埃里克·
马丁说得好：
相互合作是今后发展的主流，建议创造一条新的陶
瓷之路，两地交流，发扬两市的潜力，发扬陶瓷技术
和新型材料在陶瓷上广泛应用。为了便于交流合
作，利摩日市高中学生以汉语作为第二外语，以利今
后加强两市交流。

修改《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传达学习七次全国侨
代会精神，瓷都千年华诞三件大事，动员全市归侨侨
眷认真学习《保护法》和七次侨代会精神，宣传瓷都
千年华诞十大活动。全市3000多归侨侨眷积极行
动起来，向海外亲友介绍贯彻执行新修改《保护法》
的成果，七次全国侨代会盛况和要求，推介瓷都千年
华诞十大活动，并邀请他们来景德镇参加盛会。先
后有美国、英国、意大利、巴拿马、澳大利亚、新加坡、
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和港澳地区的160多位华
侨华人、港澳同胞来景探亲、考察、访问、经贸洽谈、
参加千年庆典活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席郭令裕
一行来景考察后，表示来景投资，共同拓宽景德镇在
海外旅游市场。

【法国驻武汉总领事德盖义参加千年华诞盛会】10

二、加大海外联谊的力度，不断拓展海外联络。
月1112日，法兰西共和国驻武汉总领事德盖义一 一年来，积极做好海外联谊联络工作，宣传江西、宣
行3人，应邀来景参加瓷都千年华诞盛会。

传瓷都大发展，拓宽交流合作渠道。景德镇“首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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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陶瓷博览会”期间，亚洲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香港侨界社团联合会会长陈有庆先生率香港金
融界考察团一行14人，来景市考察访问。陈有庆先
生表示要加强香港金融界和景德镇联系，双方积极

责人对吴建新先生投资热情和积极行动表示高度赞
赏，并以市区城建总体规划为标准，对希纳公司设计
提出建议。吴先生表示在市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积
极做好准备，大力参加瓷都建设，让中国瓷都更加美

进行合作、交流，介绍香港企业来景投资创业。

日口。

在同海外联络方面，同海外许多侨团保持经常
性的联系，特别是与缅甸、新加坡、美国和港澳地区
侨团保持着密切交往，双方合作增强。决定2006年
第四届马氏宗亲恳亲大会将在乐平召开。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来景考察］应国务院侨

香港长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海外交流协
会理事符长庚先生一行2人，在景进行为期两天的
工业投资考察。
27日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建晖会见了
符长庚先生一行。向客人简要介绍了景德镇的悠久
历史和新发展，以及全市招商引企的情况，欢迎符先
生和港澳客人到瓷都投资办企业。符长庚先生对景
德镇的新发展表示十分高兴，愿意为景德镇市进一
步发展效力，促进共同发展。
27日下午，符长庚先生在市外侨办负责人陪同
下，考察了景德镇发电厂。景德镇发电有限公司总
经理曾名胜介绍电厂情况和扩建规划，符先生对电
厂的扩建项目很感兴趣，表示乐意合作。

办的邀请，以新加坡工商联合会副主席、中华总商会
主席郭令裕为团长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一行
5人，6月 18- 19日在景市参观考察。
18日晚，市委副书记陈兴超、市长助理亓丕华
会见了客人。热烈欢迎新加坡郭令裕等著名企业家
来景参观考察，简要介绍了瓷都的悠久历史、陶瓷和
各项新兴工业的发展，回顾了新加坡华人华侨同景
市商贸往来和合作。2004年瓷都千年华诞，将举办
国际陶瓷博览会等大型活动，欢迎新加坡工商界参
加盛会，共促中新两国经贸新的合作。郭令裕团长
对景市新的发展表示由衷地高兴，表示届时将参加
盛会。
郭令裕先生一行在景时，由市外侨办、市侨联负
责人陪同，先后参观了德宇生态园、昌南大道文化
墙、十大建筑模型馆、古窑瓷厂、雕塑瓷厂、三阊庙古
街、古码头。郭令裕先生说：景德镇瓷器中外闻名，
今天看到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富有无限商机。

【法国华商吴建新来景洽谈投资】3月1-2日，法

【知名旅日华人作家莫邦富来景采访】8J 14- 15

国华人、意大利欧亚投资公司、上海希纳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建新先生一行4人，在省外侨办副主任
王雨森的陪同下，来景考察投资环境，洽谈有关城建
项目。
当天晚上，副市长占勇会见了吴建新董事长，热
烈欢迎吴先生来景考察，在简要介绍景市历史和新
发展以后，着重介绍景市城市建设的发展和今后设
想，欢迎广大华人华侨来景投资办企业。客人对景

日，知名日藉华人作家、评论家莫邦富先生一行3
人，专程来景观光考察，收集素材，著文介绍景德镇
美丽瓷器和瓷都千年辉煌。
14日晚，市委副书记张忠信会见了莫邦富先
生，进行了友好叙谈。张忠信副书记介绍了景德镇
市情、瓷都千年华诞以及各项事业的新发展，希望莫
邦富先生和日本朋友参加国际陶瓷博览会等大型活
动，鼓励日本经济界人士来景投资合作，共同发展。
莫邦富先生对景市新发展表示十分高兴，乐意将所
见所闻撰写成文，通过新闻媒体，向日本国民广泛介
绍，鼓励日本朋友来景参加千年华诞，开展商贸合
作。
莫邦富先生一行，在市外侨办、侨联负责人的陪
同下，考察了陶瓷股份公司、佳洋、陶瓷大世界、金昌
利陶瓷市场等单位，对景德镇优秀陶瓷文化高度赞

【港商符长庚来景考察工业投资】2月7-29日，

市友好接待表示感谢，表示要将瓷都所见所闻在海
外广为介绍，鼓励更多朋友来景进行合作。
1日下午，景市有关部门同吴建新先生就关于
投资市区步行街项目进行了洽谈。参加座谈的有市
工业企业商会会长王伟科、市计委、规划局、土地局、

市外侨办负责人。省外侨办副主任王雨森与会指
导。

座谈会上，上海希纳投资有限公司设计师介绍
项目的构想和设计方案。市计委、规划局、土地局负

沙音户

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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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华人画家姚迪雄来景举办画展］著名旅澳华

国务院侨办副主任李海峰一行5人，在省外侨办主

人画家姚迪雄先生，应国务院侨办文教宣传司之邀，
专程来江西景德镇举办“瓷都千年庆，万马齐欢腾”
为主题的个人画展，展出作品80余幅。
姚迪雄先生，自幼生活在中国名马之乡新疆伊
犁，擅长绘马，曾受名师关山月、黄胃指点，颇有成
就。1988年赴澳，运用中国画风，描绘异国风情，创
作《200袋鼠图》纪念澳大利亚建国200周年，载人
（（世界吉尼斯大全》。先后来华和世界各地举办画展
近百次，享誉世界画坛。姚迪雄先生画展展出后吸
引观众万余人。

任程水凤、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等负责人

【澳门缅华互助会访景团来景洽谈合作】8月4-r
26日，澳门缅华互助会访景团一行6人，在澳门归国
华侨总会副会长、缅华互助会会长、江西省侨联顾问
许国璇先生的率领下，在景市观光访问、洽谈澳景经
济文化合作。省侨联主席曾华新陪同来访。
8月25日晚，市领导虞国庆、汪天行、王力农前
往开门子大酒店，看望了许国璇先生一行，进行了友
好叙谈。代市长虞国庆欢迎许国璇先生一行来景访
问，对于2005年 月，举行十届澳门泼水节期间，缅
华互助会邀请景市举办投资推介会等活动，市政府
将大力支持，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做好充分准备，为
澳门缅华泼水节盛会添彩，促进景澳经济文化合作，
共同繁荣。
客人在景期间，在市府副秘书长、市外侨办、市
侨联负责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昌南大道、古窑瓷厂、
陶瓷股份公司、佳洋等单位。

的陪同下来瓷都参观考察。
9日晚，市委书记许爱民、副书记樊耀、市政协
副主席王守之看望了郭东坡主任和李海峰副主任。
许爱民书记简要介绍瓷都景德镇市情、近几年来的
新发展，希望郭东坡主任向海外人士介绍千年瓷都
景德镇，扩大瓷都影响，鼓励华人华侨、港澳人士来
景投资合作。郭东坡主任对景德镇的新发展表示赞
赏，称赞景德镇瓷器艺术水平高，是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有助于向海外展示中华文化的特色，表示乐意积
极推介景德镇，让瓷都享誉海外，引来更多的海外亲
友。
郭东坡主任一行在景期间，参观了陶瓷馆、陶瓷
股份公司、雕塑瓷厂、古窑瓷厂和陶瓷大世界，并欣
赏了瓷乐表演，郭东坡主任对景德镇陶瓷文化艺术
表示高度赞赏。在雕塑瓷厂参观时，即兴挥毫提词，
勉励景市陶瓷界“弘扬民族文化，再创陶瓷精品”。

【香港金融界考察团来景考察访问】10A16日，在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祖沛、江西省侨联主席曾华新、副
主席周锦的陪同下，以亚洲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香港侨界社团联合会长陈有庆为团长的香港金
融界考察团一行14人，对景市进行了考察访问。下
午，在合资宾馆二楼会议厅，市领导许爱民、虞国庆、
汪天行会见了香港金融界考察团一行，市长助理亓
丕华、王恩东及市委秘书长余振泰等参加了会见。
许爱民在致词中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

要介绍了景德镇的有关情况。希望香港金融界考察
【爱国旅日华侨林其根捐建王港小学投入使用】9
月1日，旅日爱国华侨林其根先生捐建的王港小学
新校舍建成投人使用。600多名师生和家长兴高彩
烈地步人新校舍，庆贺新校舍竣工。
2003年 月，王港中心小学年久失修无法继续
上课，浮梁县有关部门和王港乡向市外侨办申报，要
求帮助联系捐赠新建。根据该县、乡的要求，报省外
侨办，经国务院侨办国内司同海外华人华侨联系，旅
日华侨林其根先生，同意捐资16万元，新建校舍。
经浮梁县、王港乡筹集配套资金，当年6月份动工，
新建教室12间，教师办公室3间，面积1200平方米。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主任郭东坡来景考察】11
月9-10日，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郭东坡、

团关注景德镇的发展，双方加强交流与合作，能多介
绍企业来景德镇投资创业，共同繁荣。陈有庆团长
对景市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介绍了香港侨界社团

联合会和香港金融、侨界人士的有关情况，希望加强
香港金融界和景德镇市的联系、沟通，双方积极进行

交流、合作。今后多介绍香港企业来景投资创业，为
景德镇发展出一把力。
在市委常委、副市长汪天行，市长助理亓丕华的
陪同下，香港金融界考察团考察参观了瓷博会、陶瓷
大世界，他们对景德镇高超的制瓷技艺给予了高度
评价。
17日上午，考察团一行来到陶瓷历史博览区，
看完了拉坯、印坯、利坯、刹合坯、画坯等一整套制瓷
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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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考察团一行对市陶研所、陶瓷股份有限公 企业服务。园区内累计开发5.84平方公里，全区完
司、雕塑瓷厂、佳洋陶瓷等进行参观考察，观看名家 成基础设施投入6.16亿元：会展中心大楼内外装修
作画，陶瓷珍品及瓷乐表演，客人深感瓷艺高超，赞 工程基本竣工，完成新翔药业公司一期100亩土地
不绝口。
（徐年瑞撰稿） 征用场地平整，300余米1.2米管下水道施工，专
用电力线路安装，完成龙井路、兴园路支干道施工建
设。做好高新广场主干道环境卫生、绿化、灯光的日
常管理工作，并荣获“双创”先进单位。招商签约资
金12.45亿元（其中亿元项目3个，5000万元以上项
目5个，千万元项目17个，高新技术和机械电子产
［概述］景德镇高新区总规划用地面积约20平方 业项目10个） ，招商实际到位资金6.84亿元，工业
公里，分为东城区和西城区两部分。东城区东起白 产值8.4亿元；引进企业78家，已投产企业29家，安
虎湾，西到陶研所，南至602所，北起东二路，面积5 置就业18000余人，完成财政总收人4744万元。
平方公里；西城位于吕蒙乡区域，部分在鱼山镇、丽阝

阳乡范围，东临瓷都大道，南靠昌江，北侧是206国 【招商引资在创新中取得突破性进展】高新区按照
道，面积约巧平方公里。高新区内交通四通八达， “主攻工业”的招商理念，在加大招商引企的同时，灵
瓷都大道穿境而过，九景高速为驱车九南昌、武汉等 活运用存量资产资源，积极引人外来资金与技术，盘
地提供了极为便捷的通道，新扩建改造的206国道 活市存量资产。2004年，引人浙江金华立信药业有
也贯穿其中，距罗家机场约3公里。高新区工业园 限公司投资8000万元，整体有偿收购江西东风制药
东南面是瓷都大道的西南段，206国道与高新区主 有限公司所属的黎明制药厂，组建江西立信药业有
干道相连，园区内兴国路与城市二环线相连，区一期 限公司，盘活了国有资产，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和
园区已初具规模。高新区即将投人的二期工业园， 增值，并为黎明制药厂200多名下岗职工提供了再
东临瓷都大道，南至昌江，北侧为生态路，二期园区 就业的机会。从调整观念人手，积极开拓零土地招
分为中小企业区、共建园区、知名企业区和电子产业 商资源，并初见成效，5月份，联合焦化、景华电子、
区。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对高新区规划范围内实施全 02所等闲置厂房的单位，分别引人江苏、浙江投资
封闭管理，实行特区特管、特事特办，保障高新区能 合计500万元，组建了蓝天电瓷有限公司、景德镇通
按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营造加快建设和 达微波电器材有限公司科技含量高、税赋增长空间
发展的良好环境。
大的企业，实现了外来投资商、当地企业与高新区三
方
的互赢。
高新区开发建设始于2002年，到2004年底，已
累计完成开发面积5.84平方公里，完成基础设施投
人6.36亿元固定资产投人9.34亿元，合同签约资金 ［规划建设］根据国土资源部清理整顿精神和土地
48.1亿元，实际到位资金17.99亿元，其中2004年 利用总体规划，调整高新区规划范围红线（原31平
园区已完成工业产值10.87亿元，实现工业销售产 方公里调整为20平方公里。为进区企业的项目建
值10.14亿元，税收1.28亿，安置就业人口1.38万 设新办、补办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
人。园区已形成汽车配件、电子、机电、机械、高科技 已签约人园的建设项目共计24个，实施建设的21
陶瓷及医药化工等六大支柱产业。其中，既有工业 个，用地规模约计1800亩。至2004年底，已办好规
产值过亿元的江西立信药业、江西万平维安盛有限 划“一书一证”的项目18个，办好规划“一书两证”的
公司、昌河油箱厂等大型企业，也有列人国家“863 " 项目有6个。积极筹备二期工程建设，该项目总体
计划的江西中航风能、景华特种陶瓷有限公司等一 规划面积1平方公里，分为共建园区、电子产业区、
批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企业。
中小企业孵化中心、知名企业区中个项目内涵。
2004年，高新区以景德镇“千年华诞”为契机，在
（刘娟撰稿）
总结以往各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内加大基础设
施投人、狠抓管理体制健全、完善人员队伍建设，对
外锐意创新工作思路、倾心主攻招商引资、深人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