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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市局“全省生产资料流通行业招商引资工作先进 担保基金，积极参与构建欧盟江西信用再担保体系，
单位称号”。

成功举办了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论坛，与国内外
有关人士广泛交流了经验，推动了全市中小企业服
务工作的开展，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市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中心共为企业贷款提供5531万元的担保，贷
款企业新增产值1.2亿元，新增利润1300万元，新

【经营管理工作获嘉奖］年内，因在全省生产资料
流通行业管理工作中认真负责，组织得力，成效显
著，被省国内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授予“全省生产资
增就业1000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轻工业在市场
料流通行业管理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的拉动下，年内全面迅速增长，增速达到53.3%，缩
小了与重工业的发展差距。非国有经济中，股份制
企业、私营企业、外商及港澳台企业、股份合作企业、

［统计工作受到表彰1在统计工作中做到报表上报
的及时性和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相统一，年内，被省国
内贸易行业管理办公室授予“全省生产资料流通行 集体企业等各类型所有制企业，全面快速增长，销售
业统计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同时，局统计员余国珍 收人超5000万元的企业达到12家，经济总量迅速
被评为“全省生产资料流通行业统计工作先进个 提高，非国有经济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5亿元，比

人”。

重达到35.5%，比上年提高了7.18个百分点。工业

布局调整取得新进展，工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的重
［金属回收公司昌河科获“青年文明号”称号】 市物 要平台，昌河工业园、昌江化工园、乐安江工业园开
资局下属金属回收公司昌河科，充分发挥团员青年 始成为工业发展新的主要增长点。全市工业园区企
的骨干作用，为公司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年内，被 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2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共青团市委授予“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
（侯隆安、胡桂珍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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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技术进步为核心，促进工业经济自主增

长能力不断成长。一年来，专题召开了全市工业重
点项目的工作会，通过加强重点项目的跟踪服务，企
业活力明显提高，社会投资增长加快。全市工业更
新改造投资完成13亿元，比上年增长49.3%。重点
【概述】2004年，是景市千年华诞之年。在市委、市 项目中，昌河的条件保障项目和汽车冲压件项目、景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经贸系统以科学发展观为 电的循环硫化床锅炉改造、锦溪干法水泥项目、乐安
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主抓重点企 江工业园的加金纸业、晨航灯头、电化高科以及高新

物雌查

业、工业园区和企业改制三大重点，有力地促进了全
市工业化建设。

以服务为先导，加强工业运行调控。一年来，先
后召开了全市经贸工作会、全市地方工业座谈会、全
市民营经济工作会、全市经贸委系统工作会，对全市
经贸工作进行了部署和落实。着力加强对重点企业

区的海畅法蓝瓷等项目进展顺利，有的已经竣工投

产。全市已有昌河、华意等10户企业技术中心通过
省级验收，占全省总数的21.3%；全市10户省级技
术中心企业销售收人78.11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
企业销售收人总额的69.37%。组织实施100项新
产品开发试产项目，遍布机械、化工、电子、陶瓷、食
品等主要行业，科技投人达2.3亿元，新产品产值达
30亿元，直升机、新型压缩机、多色胶印机、彩色陶
瓷、奥运纪念瓷等一批技术含量高、附价值高的新产
品相继研制成功投入试产，有力促进了企业竞争力

的运行调度和服务，切实协调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从而全市工业应对资金、电
力、运输、原材料紧张等难题，保持了生产和效益稳
定增长，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全市地方工业企业累
计完成工业增加值23.1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的提高。
以大企业大项目为依托，积极开展特色园区建
47.02%；完成了产品销售收人62.25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65.6%，实现利税5.04亿元，比上年同期 设工作。围绕昌河、六0二所和焦化大力建设特色
园区，多次召开了项目调度会、市长现场办公会和落
增长76.8%Q
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的 实工作督查会，切实解决园区建设中的一系列困难
改善。一年来，进一步筹措资金扩大中小企业信用

和问题，促进了园区的建设与生产。 昌河汽车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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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业园已初具规模，厂房占地面积近10万平方
米，共有员工1223人，人园规模企业9户，其中，有5
）‘，企业销售收人超过5000万元；昌江化工园已签约
入园企业14家，其中6家企业已经开工生产；六0
二所高科技工业园第一期222亩土地已正式规划。
以企业发展稳定为大局，全力化解企业改革与
发展中的矛盾。积极配合做好省属企业主辅分离工
作和企业破产工作，先后妥善协调处理了景波机械
厂劳动服务公司、897厂、黎明制药厂、503厂等企业
的多次职工上访工作，积极配合市工业资产经营公
司、省陶瓷工业公司的企业改制工作，先后妥善协调
处理了新华瓷厂、东风瓷厂、陶机厂、皮革厂、无线电
］一以及浮梁县先锋瓷厂等企业的多次职工上访工
作。：认真贯彻市委、市政府指示，妥善化解了华意电
器总公司的改制重组风波，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秩序。积极指导焦化厂的股份制改革工作，完成了
企业股权设置方案的制订，并得到市政府的确认，使
全市重点国有企业改制取得重大突破。
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为基础，着力提高工作能
力和水平。在本年度中被市机关作风集中教育活动
领导小组评为市先进单位。在市人大代表测评政府
部门工作中，对市经贸委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满意度
名列前矛，获市人大好评。
［总结表彰经贸工作］ 元月，在浮梁县召开了全市
经贸委系统工作大会。会议总结交流了2003年全
市经贸系统工作，对在2003年度涌现出来的4个先
进集体和17个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对2004年工
作进行了部署。

［企业信息化工作受省表彰】2004年，在江西省信
息化工作暨表彰会上，市企业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被评为省先进集体，是全省11个设区市管理机构中
唯一获奖的单位。市被评为先进集体的还有景光电
子有限公司。

（江西省中小企业诚信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
经过企业申报、各有关部门逐级审核、省中小企业诚

信工程评价中心评价和社会公示，并报省中小企业
诚信工程领导小组最后审定，市无线电元件五厂、江
西景光电子有限公司被授予一级诚信企业；景德镇
国讯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江西乐矿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江西龙腾水泥有限公司、乐平加金纸业有限公司
和景德镇昌大饲料有限公司被授予诚信公司。

［景电公司2台0OMW机组项目通过初可研】2
月，景电公司2台600MW机组扩建工程，受到省、市
各级领导和中电投集团公司的高度重视和支持，纳
人江西省电力发展“十一五”规划，并完成初步可行
性研究。
【首家国企整体产权拍卖】 年内，为推进产权交易
活动，市产权交易中心成功组织了乐平第二水泥厂
整体产权拍卖，最终以600万元成交，增值率为
66.6%。这是全市首次以竞价方式公开拍卖国有企
业整体产权，为全市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开辟了一条
新路。
［市经贸工作会议召开】3月，市委、市政府在市委
二楼会议厅召开了全市经贸工作会议。会议由市委
副书记刘德意主持，市委书记许爱民作了书面讲话，
市政府副市长占勇作工作报告。会议对2003年全
市经贸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对2004年工作进行了
全面部署，提出了重点实施“11156”工程即抓好10
户重点企业、10户重点民营企业、13户重点技改项
目、50个重点技术创新项目、60个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

【资源节约综合利用工作受省表彰】2004年，全市
经过认定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产品）巧家，产品销
售收人突破10亿元，创全市资源综合利用历史最好

水平；资源综合利用工业废渣53万多吨，利用工业
【于荣爱等人受国家信息产业部表彰】2004年，市 废水、废气12万多立方，生产新型砖块1.5亿块标
万平电子有限公司于荣爱被评为全国信息产业系统 砖，节约土地250余亩；再生回收废钢材料等资源总
先进个人，市无线电元件五厂邓景杨、景华电子有限 量达到10万多吨，拆移回收报废汽车700多辆。在
公司朱峰被评为全国信息产业系统劳动模范。

3月 16日召开的全省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会议上，市
资源综合利用工作名列全省榜首，被评为先进单位。

【市8户中小企业被授予江西省首批诚信企业】年
内，根据省经贸委等／又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 【编制困难企业政策性破产规划】为加快市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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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改制步伐，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编制了2004至
2007年全市国有困难企业政策性破产项目规划，拟

列人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工作计划项目总体规划的政
策性破产项目25个，涉及资产总额26.15亿元，负
债总额45.34亿元，职工34794人，需核销国有商业
银行呆帐29.19亿元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债权损失
5.86亿元。

技术开发推广协作网主办，由经贸委承办的全国技
术创新与服务策略论坛大会暨全国推广协作网华东
地区2004年会在市开门子大酒店召开。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负责人、部分省市经贸委主
任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全国协作网主任江旅安主
持了论坛，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助理巡视员郑听、
省经贸委副主任张玲君、市政府代市长虞国庆到会
并作讲话，副市长占勇参加了论坛。通过这次会议，
进一步扩大了景德镇的知明度和影响力，推进了景
市企业技术创新与服务、中小企业同全国各省区市
的联合与发展。

【召开工业重点项目调度会】4月，为认真贯彻市
委景办字［2004135号《关于认真做好2004年工业重
点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精神，在602所召开了全市
工业重点项目建设调度会，对重点项目建设和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落实。市委 【完成国家重大产业技术专项项目申报】2004年，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文件精神，市顺利完成了五项国
副书记刘德意、副市长占勇参加会议并作讲话。
【新产品在省获奖】5月，在2003年度全省优秀新
产品新闻发布会上，景市有14项新产品获省优秀新
产品奖，占全省获奖新产品的13%，其中德宇集团
试制的“德宇野生猕猴桃晶”和陶瓷股份公司试制的

“高级乳白中温瓷”获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富祥机
械设备公司试制的“HT海苔分切包装线”等12项新

家重大产业技术专项项目申报。其中，江西中航风
能高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mw级失速型风力发电机
组的关键技术、江西德宇集团公司开发的生物法生
产得雨活茶及其系列产品、市宏祥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开发的大掺量粉煤灰建筑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粉煤
灰胶凝砌筑抹面水泥等三个项目通过了国家发改委
的初审。

产品获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

［市振兴地方工业座谈会召开】9月 24日上午，市
［包装企业受表彰】7月，省经贸委、省包装协会表
彰一批包装企业，市中景集团、春涛包装有限公司、
方兴工艺包装厂等三户企业被评全省先进包装企

业；中景的万世杰、春涛的赵水涛被评为全省优秀包
装企业家，市包装协会被评为先进集体。

委、市政府在昌江区政府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全市振
兴地方工业座谈会。全市各县（市、区）分管工业负
责人、地方各大中型企业、市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参加
了会议，代市长虞国庆到会并作讲话。会议由市委
副书记陈兴超主持，副市长占勇通报了1-8月份工
业经济运行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加强电力需求预测］ 为做好迎峰度夏，保证居民

和企业用电，与市供电部门对电力需求进行了预测 【三个重点企业改制方案正式启动】9月9日，市
分析，制定了迎峰度夏方案，全面规范迎峰度夏工 政府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景陶瓷厂破产改制方
作。

案、市焦化煤气总厂改制后股权设置方案和华意与
TCL合作方案，并原则通过，这三个重点企业改制方
案正式启动。

［市经贸委测评工作座谈会召开】8月，根据市人
大常委会要求，召开了市经贸委测评工作座谈会，市
人大主任周庭祥和市人大代表2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机关作风集中教育活动获市先进单位】4月中旬
会上，市人大代表对市经贸委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以来，经贸委认真按照市委要求，在市委组织部、市
并对市工业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之后，分 直机关工委的指导下，以“五弘扬五克服”为主要内
别到乐平市、浮梁县、昌江区、珠山区召开市人大代
表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

容，采取相对集中、教育人手、转变作风、着眼发展，
着力实施“三集中、三加强、三提升、三落实”，机关作
风集中教育活动取得明显成效，被市机关作风集中

r全Fa-il * 7 1 t fiil .F -1: i服冬LA坛召开】9月．由个国新

封育领导小组评为个市机关作风集中教育活动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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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深化体制改革，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依挂
监管水平，整顿和规范食品药品市场秩序，巩固和扩
【开展“一帮一”活动】 年内，根据市委组织部统一 大食品药品放心工程成果，保证人民群众饮食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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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全委机关和事业单位正科级以上干部，分期分
批前往包村点一一湘湖镇前程村进村人户，为对象
送去慰问金，制定了包村三年规划，并筹措了资金5
万元，帮助该村改造自来水和乡村公路和洗衣码头，
与有关部门联系为该村建一所希望小学。

安全，促进医药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深化体制改革全面履行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新取
能。一年来，省委、省政府决定组建省、市、县三级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是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
略高度出发，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实维护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障广大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

【企业信息化受省表彰】2004年，在全省企业信息 全的重要决策。进一步深化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
化工作经验表彰大会上，市昌河飞机工业公司、华
意、江西化纤、开门子集团公司、普天通讯等5户企
业被评为全省企业信息化先进单位，市卢远钩等4
人被评为全省企业信息化工作先进个人。

革，做到了“四个到位”。
首先是机构组建到位。按照省“三定”方案要

全市地方规模以上工业37.07%；销售收人23.46亿
元，同比增长111.97%，占全市地方规模以上工业绩

办公室设在市局。其次是宣传工作到位。一方面以

机构组建为契机，大力宣传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综合

效37.69%；利润总额2.92亿元，同比增长76.92%,

监管、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对重大事故查处”的新职

占全市地方规模以上工业57.94%；企业实交税金
1.28亿元，同比增长66.24%0

能，另一方面，以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为重头戏，大

求，抓好机构组建，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于4月 7
建成立，乐平、浮梁两个县级局也于同月相继组建熟
位，开始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新职能，市成立了食
【民营工业快速发展】2004年，全市规模以上民营 品安全协调领导小组，由副市长任组长，领导小组成
工业共完成总产值26.24亿元，同比增长86.4%，占 员包括市局在内的23个相关部门负责人，领导小组

力宣传如何识别假劣食品，宣传食品安全人人参与、
个个有责。通过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使广大人民

【工业投入增大】2004年，全市工业投人在2003年 群众增强了食品安全参与和自我保护意识，食品生
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实现了快速增长，规模继续扩 产经营企业增强了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形成了识
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完成巧.6

亿元，同比增长66.5%，新增固定资产11.69亿元，
同比增长3倍。

［市场整顿进一步加强】2004年，先后组织12个部
门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对汽车配件市场、汽车维修市
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报废汽车回收拆解市场进行
了整治；开展了成品油市场的整治规范，对全市成品

别抵制和打击假劣食品的良好社会氛围。第三是协
调机制到位。制定办公室工作制度和食品安全协调
会议工作会议制度，召开了两次领导小组成员会议
和多次办公室工作会议，及时部署、协调食品安全有
关工作。同时，出台了市2004年食品放心工程实施
方案，启动食品放心工程三年规划编制工作。其四

是牵头查处到位。作为市政府食品安全的“抓手”，
既要善于协调各方，也要勇于牵头查处。在接到省

油市场进行了摸底调查，举办了管理人员培训班，查 局等四部门《关于在全省开展检查劣质奶粉的通知》
处非法加油站5座；规范整顿了生产性废旧金属市
场，并制发了相关文件。
（邵明撰稿）

后，市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能针对重点

中心，监、帮、促相结合”的工作方针，紧紧围绕年初
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和

外，还牵头对“10.2”三龙乡蛋糕中毒事件进行调查
处理，查明了真相，分清了责任，受到市委、市政府表

地区（尤其是农村），重点市场，重点品种（特别是被
曝光的45个品种）进行拉网式检查，全市各个相关
职能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872人次，检查经销单位
2344个；查获并暂控阳光贝贝、心甜、兴凯湖、侬侬等
不合格及过期失效劣质奶粉13040包，总价值67999
【概述】一年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坚持“以监督为 元，抽样送检51个品种，净化了全市奶粉市场。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