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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县是省委书记强卫
同志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挂点县，在强卫
挂点指导下，新建县深入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铁腕抓整
改，全面转作风，全县上下干
事创业氛围日益浓厚。活动
中，该县共收集原汁原味意
见建议 12400多条；梳理制定
县委整改工作方案，共涉及
10 个方面，包括 46 个专项整
治 任 务 、31 项 制 度 建 设 计
划。尤其是针对群众反映强
烈的征地拆迁、就业社保、食
品安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
等9个方面的突出问题，深入
开展维护群众权益专项行
动，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信
访问题 16 个。与此同时，为
畅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
一公里”，新建县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以便民利民为目的，
把各种支农惠农资金的领
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
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建房用

地审批、民政优抚、政策咨询、
反映问题等 15项事项作为代
办内容，在全县 243个行政村
设立为民服务站以及民事代
办点，由乡镇干部、村（社区）
干部、大学生村官担任代办
员。截至目前，全县各便民惠
民服务中心、为民服务站共受
理代办事项 11200 件，办结
10729件，按时办结率、群众满
意率均达95%。

同时，县委始终坚持看
实在、看现在，论实绩、论实
效的“两看两论”用人导向，
加大干部选拔任用力度，选
人用人公信度、满意度均得
到有效提升。现在，“说好新
建话、做好新建事、当好新建
人”、“争做有骨气、有志气、
有豪气的新建人”，已成为新
建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共识
和自觉行动，并对建成经济
繁荣、生态优美、社会和谐、
人民幸福的“昌西明珠”愿望
更加强烈、信心更加饱满。

保持政治战略实干定力
聚焦改革发展建设民生

新建县打造核心增长极实力板块势头正起

2012 年 12 月 31 日，新建县
委十二届四次全会，明确全县发
展目标：半年有势头、一年有看
头、三年大变样，全力打造核心增
长极实力板块；2013 年 12 月 25
日，县委十二届六次全会，进一步
提出“乘有看头之势，攻大变样之
坚”，明确了“三年拼争百强”的目
标。两年来，新建县上下始终沿
着既定的发展思路，保持政治定
力、战略定力、实干定力，聚焦改
革、聚焦发展、聚焦建设、聚焦民
生，新建发展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成绩、有目共睹的变化。

2014年，该县预计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 300 亿、达 306.5 亿元，
较 2012 年净增 65.89 亿元，相当
于2004年全年总值；财政总收入
突破30亿、达32.75亿元，较2012
年净增 12.65 亿元，比 2009 年全
年收入还多 1 个亿；500 万元以
上固投达271亿元，较2012年净
增75.5亿元，比2008年全年投资
还多 8.1 亿元；全县十大主要经
济指标有5项增速居四县之首，8
项增速在全市排位前移。近两
年来，该县先后荣获国家、省、市
荣誉多达200余项，全市“产业招
商项目攻坚突破年”综合完成情
况位列全市第一；全市“三看”活
动继上年全市第三的基础上再
次晋位，荣获全市第二、四县第
一的好成绩......这些数字的变化
和荣誉的获得，见证着新建县

“打造实力板块、拼争全国百强、
建设昌西明珠”的势头正起、氛
围正浓。

项目是载体，项目是后劲。新
建县始终紧紧咬住项目招商这根发
展生命线，积极招商引资、主动向上
争资、加大促民投资，加快落实项
目、扎实推进项目。两年来，来新建
县洽谈项目、考察项目的客商络绎
不绝，商贸、旅游、汽车等一大批“重
量级”、“引爆性”项目先后落户该
县。尤其是 2014年，成功签约亿元
以上项目 24 个，投资总额达 386 亿
元，为历年之最，全县梳理出 122个
重大重点项目，总投资达 731.9 亿
元，其中超5亿元项目40个，列入省
重点建设项目 4 个、市百大重点项

目10个、市重点调度项目3个，位居
全市前列。

工业实力显著增强，长堎工业
园区以国家级标准定位，强推三年
打造“百亿产业集群、千亿产业园
区”，2014 年预计园区主营收入突
破500亿元，增长33%。江西五十铃
从落户到下线仅用 14个月，日方称
为“亚洲地区推进最快”，并追加 4
亿元投资；龙头岗码头投资由 6.57
亿元追加到 8.28 亿，双胞胎饲料实
现一年内签约、竣工、投产“三部
曲”。旅游商贸活力四射，金燕国际
温泉城正式营业，填补了南昌温泉

旅游空白；南矶湿地游客中心及配
套设施正在全面建设，已掀起“南矶
旅游”热潮；汪山土库、中盛山庄获
批国家 3A 级旅游区，在南昌去年 4
个新获批景区中占半数。现代农业
亮点纷呈，全县粮食生产实现历史
性的“十一连增”；国家农业综合开
发现代农业园是该县首个“国字号”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正在同步创建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江南花卉苗
木大市场填补了全省大型花木批发
市场的空白，6.2万平方米地下广场
建设已完成，8.7万平方米交易商铺
已经封顶。

新建县始终坚持大拆迁就是
大发展、大民生。在旧城改造中，
按照“对接红谷滩、融入中心城、
建设大昌北、打造长堎新区”的定
位，拉高标杆、拉开框架，“一年大
拆、两年大建、三年大变”，提高土
地价值，提升城市品位。2013年4
月 28 日，启动乌沙河周边旧城改
造一期工程，仅用四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百万平米的房屋征迁，让
新建人民看到了融入南昌中心城
的梦想。2014年4月28日启动二
期工程，再战百万平米征迁任
务。两年来，该县共完成房屋征
迁 270 万平方米，土地收储 13000
多亩。征迁征出了实惠，对百姓
安置房，该县以最好条件安置还
建，吸引了上海绿地集团进行高
标准建设，真正实现“农民变市
民 、农 村 变 城 镇 、农 房 变 商 品
房”。与此同时，按照“打通断头
路、打靓关键点、打造景观路、形
成特色街”要求，加快县城新区基

础设施建设。目前长堎大道北延
等断头路全部竣工通车，长麦路南
延即将通车；长麦路综合改造工程
全面完工；马栏圩、北郊奶牛场、乌
沙河沿线等3大区域开发建设加快
推进；礼步湖综合整治扎实推进。

以城镇化为核心，加快镇村
联动建设。该县全面启动 8 条通
乡公路建设，揭铁线、西圳线、乐
饭线全线贯通，昌丰线已完成主
体工程，义抗线、淦丁线、庆黄线、
揭新线正在全速推进。已开通了
南昌至南矶、长堎至石岗公交客
运班线。与此同时，特色镇、中心
村统筹推进，城乡管理进一步加
强，扎实开展了“秀美城乡·清洁新
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动、“创文
保卫”工作、农村清洁工程，通过

“三清三打”和整治“五车六乱”，城
乡“脏乱差”问题得到较大改善。
现在，新建干部群众表示，路是越
走越平坦，越走越舒坦；街是越来
越好看，越看越想看。

“我要为西山镇的干部点
个赞。你看，这张支票就是我
老婆生病时获得的新农合大
病保险补偿，一共是 16 万多
元。如果没这笔钱，我爱人因
治病欠下的 26万多元债不知
要还到哪一年。”在新建县望
城镇三联村戴麦根租住的房
子里，他指着挂在客厅墙上的
一张支票复印件激动地说
道。戴麦根是西山镇港田村
村民，由于家里田地少，全家
租住在县里工业园区附近，自
己在园区企业打工。2014 年
正月初八，戴麦根的妻子突发
头疼，到新建县人民医院首诊
后转至昌大一附院，被确诊为
脑海绵体窦静脉瘤破裂。由
于病情严重，共花去医疗费
36.97 万元。令他没想到的
是，在新农合享受最高 8万元
报销后还能享受大病保险补
偿。说起自己去报销医疗费
一事，戴麦根对镇里干部的作
风赞不绝口。戴麦根记得当
时只是把一些相关材料交到

镇农医所就回家了，余下的手
续都是镇里干部代办的，甚至
连能报到多少钱、什么时候钱
会打入新农合卡，都是经办人
员打电话来告知的。戴麦根
感慨道：“现在的干部为群众
做事劲头足着呢。”

坚持以人为本，在发展
中 保 障 和 改 善 民 生 。 2014
年，新建县累计投入民生资
金达 21.5 亿元，民生实事全
部交账。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人数、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均超额完成全年任务，零就
业家庭就业安置率达 100%；
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实现
应保尽保，新农合参合率达
100%，创历史最高；财政教育
支 出 7.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42%，实施了 30 个校建项
目，新建改建扩建校舍 5万余
平方米。棚户区改造、保障
性住房建设、国有垦殖场危
旧房改造、农村危旧房改造、

“渔民上岸”等工程快速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成效显著。

抓项目招商 拼发展后劲

抓城乡统筹 拼面貌改善

抓民生福祉 拼群众“点赞”

抓作风建设 拼形象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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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麦路南延工程长麦路南延工程

江西五十铃整车项目基地江西五十铃整车项目基地

流湖温泉城流湖温泉城

南矶特色小镇南矶特色小镇

望城新区滨水公园望城新区滨水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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