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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镇提出建设“和谐码
头、幸福码头”的口号，在服务工
业大项目和推进集镇大建设的
同时，始终不忘统筹协调发展，
加大社会事业建设的力度，实施
了一大批民生工程。

2014 年，该镇投入 30 余万
元，对文化站进行全面装修，更
换灯光、音响等设备。同时，对
19 个村（居）都资助了一套音响
设备，帮助其开展文化娱乐活
动。全年完成对 15 个行政村下
乡放电影180场任务，观众达2万
人次。坚持大型特色活动常年
办、小型活动月月抓、阵地活动
天天搞，主办了妇女节、建党节、中
秋节、国庆节等节日专场文艺晚
会，以及各类文体活动共 783 场
次，全镇参与各类活动人员 4637
人次，观众达27万余人次，各类活
动投入总额达50万元以上，极大
丰富了全镇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并获得国际武术文化节优秀组织
奖、江西省第14届运动会太极拳
比赛乙组集体第一名等荣誉。

该镇 2014 年教育投入 80 万
元，学生人均校舍面积超过 35.2
平方米，学前一年入园率、适龄
儿童入学率均保持100%；对亚东
希望小学、中心幼儿园等多所学
校屋顶做了防水处理，投资10余
万元为流庄中学接通自来水，投
资2万余元为中小学校购置学生
课桌椅及宿舍用品，为亚东希望

小学购置新型教育配套设施等，
促进教育和谐发展。

码头镇完成了改水改厕任
务，辖区内农户无害化卫生户厕
所占总数 88.4%，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 99.8%；完成了赤庄卫生
所、长流卫生所、团结卫生所的
基础设施建设。

2014 年，该镇在争取上级资
金40万元的基础上，投资30万元
用于龙窝桥建设。该桥长 35.4
米，预计2015年春节前完工。强
化城乡低保工作动态管理，累计
取消 54 人低保资格，共有 780 户
1568 人农村低保对象及 226 户
376 人城市低保对象，全年发放
低保金 249.768万元，为 203名大
病患者发放救助金 85.353 万元，
为 199 名优抚对象发放优抚金
115.5万元，60户五保对象集中供
养率达100%。新农合参保33937
人，筹集资金 271.5 万元。城镇
居民养老保险参保 10408 人，筹
集资金138.51万元，做到了“老有
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百
姓幸福指数明显提升。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码头镇党委、政府站在
新的高度、用新的视野，团结和
带领全镇干部群众，开拓创新、
共识共干，一座基础设施完善、
功能齐全、街道美丽、人气旺盛、
经济繁荣的临港新城，将在长江
中下游绽放出绚丽夺目的光彩!

长江中下游快速崛长江中下游快速崛起的临港新城起的临港新城
肖文岩 本报记者 何深宝

码头名片：
码头镇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东眺匡

庐，与九江县接壤；西枕幕阜，与湖北省阳
新县毗邻；北临长江，与湖北省武穴市隔江
相望，为长江入赣第一镇，水陆交通便捷。

码头镇自古为长江通商古埠，素有“金
城”之誉，是国家级重点建制镇。全镇国土
面积101平方公里，镇区规划面积24平方
公里，建成区16平方公里。下辖15个行政
村，4个居委会（社区），域内人口5.7万人。

成果回顾：
2014年，码头镇财政规模收入4.97亿

元。其中镇本级完成财政收入1.66亿元：
国税完成 3339 万元，地税完成 13245 万
元。地方收入完成 10159 万元，实现可用
财力收入为 103582 万元。与 2013 年同期
相比，财政总收入增量为 5000 万元，增幅
达45.9%；地方收入增量为1081万元，增幅
达 12%；地方可用财力增量为 2000 万元。
镇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收入及可用财力总
量位居瑞昌市各乡镇之首。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12759元，增长20.78%。

工作思路：
在瑞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

紧围绕“沿江大开发，城市大建设”战略，对
集镇进行整体规划、整体改造、整体提升，
把码头镇打造成长江沿岸快速崛起的新型
工业、港口物流、宜业宜居的临港新城。

获得荣誉：
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先进镇、全国第三

批发展改革试点镇、江西省“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江西首批百强中心镇、江西省
文明村镇和小城镇建设示范镇等。

瑞昌市码头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人
注目，境内有江西最大台资企业——总投资80
亿元年产水泥1400万吨的江西亚东水泥公司，
江西最大港资企业——总投资165亿元的江西
理文造纸和化工公司，江西最大造船企业——
年造船能力30万载重吨的江西江联造船公司。

码头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手笔建设
集镇，已投资3亿多元对集镇进行整体规划，整
体提升，整体改造，并与镇村联动结合起来，按
照瑞昌市“一市两区”副中心和中等城市重要
组成部分的定位，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瑞昌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重视码
头镇的发展，已把码头镇作为“决战工业一千
亿”的主战场，17名副县级干部在码头镇挂点
项目建设，10多个投资5亿元以上的工业大项
目落户码头镇，总投资超过400亿元。

码头镇的镇村干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全力服务项目建设，他们像长江一样奔流不
息，不知疲倦，日夜操劳，没有节假日的概念，

“5+2”“白+黑”地工作着、奉献着，20多个项目
正在按照时间节点快速推进。

瑞昌市政府党组成员、码头镇党委书记谈
太君说：“码头镇除服务大工业项目征地拆迁
外，还要服务西部矿业、长江公用码头、华中国
际木业及集镇建设项目。为此，我们干部没有
节假日的概念，晴天抢干、雨天巧干，白天大
干、晚上加班干，在项目建设一线比操作，看谁
能力最强；比服务，看谁作风更实；比贡献，看
谁成绩更优。”

码头镇有19.5公里的长江岸线，
有天然的深水良港，水运交通优势明
显。瑞昌市把码头镇作为“强工”的
主战场，加大沿江开发力度，招引工
业大项目。同时把码头镇作为临港
新城进行建设，启动了一批城建项
目。目前，该镇在建的工业项目和城
建项目共有 20 多个，俨然是个大工
地，发展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把支部建在项目上，把党
旗插在工地上，让党员干部在项目建
设一线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大大激发
了党员干部的工作激情，许多疑难问
题得到了解决，做到了和谐征地，平
安拆迁。”谈太君深有体会地说。

1月 20日傍晚，记者来到西部矿
业、公用码头、华中国际木业等项目
建设工地，所到之处灯火通明，热火
朝天，一股大投入、大开发、大建设的
热浪奔涌而来。记者被码头镇村干
部服务项目建设的精神所感动，他们
白天在项目建设一线服务项目建设，
晚上回到办公室还要整理资料，梳理
问题，视事业如生命，待拆迁户如亲
人，有力地推进了项目建设。

码头镇镇长陈志锋笑着说：“在

服务项目建设中，我们的干部把拆迁
户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切实
解决拆迁户的实际困难，主动化解矛
盾纠纷。”

在征地拆迁中，该镇主要领导亲
力亲为，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
个责任人、一套工作班子、一支工作
团队“五个一”的服务机制，主动对接
服务 17名副县级干部在码头镇的挂
点项目。同时成立 5个项目组，晚上
经常分组召开调度会，以“人一之，我
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苦干精神，
积极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

“码头镇的镇村干部与过去比，
工作责任心明显增强，工作干劲明显

增加，工作能力明显提升，工作水平
明显提高。在大量的征地拆迁中，矛
盾和纠纷都在镇里得到有效解决。”
陈志锋颇有感触地说。

2014年，该镇积极推进落户码头
的西部矿业、长江公用码头、华中国
际木业、新洋丰复合肥等重大项目。
集中 4 个月时间签订房屋拆迁协议
共计 414 户，拆除房屋 279 户 13.2 万
平方米，迁移坟墓 970 余座。该镇对
项目建设中出现的各类矛盾，不推
诿，不埋怨，用心化解，做到有矛盾的
地方就有党员干部。先后化解了理
文、亚泥涉及苏山、梁公、胜利、龙泉等
村多个历史遗留问题。

风展党旗如画。码头镇广大党
员干部以服务项目建设为中心，根
据各自的工作性质，找准工作定位，
统筹安排工作，做到项目建设和本
职工作两不误、两促进，党组织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镇村干部
作风得到了锤炼，进一步密切了党
群干群关系，2014 年码头镇党委、政
府被授予江西省“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集体”，是九江市唯一获此殊荣的
乡镇。

码头镇按照瑞昌“一市两
区”的副中心和中等城市的重要
组成部分要求，提出了“两核一
轴”的建设思路，以农民安置区
为核心打造城乡一体化新区，以
码头村、朱湖村两个中心村改造
为核心提升老城品位。同时通
过新建主干道路构建快速便捷
的道路交通网络，连接新老城
区、两个中心村和 14 个基础村，
强化中心镇区辐射功能，加快人
口向镇区集中，努力实现全镇
80%以上人口居住在镇区，大力
建设临港新城。

目前，投资 8.7 亿元，新建了
总长 31.3 公里的长江大道、亚东
大道、工业大道、理文路、发展二
路、环湖路等10条镇区道路。投
资 3014 万元对老城区中心转盘
进行改造及房屋外立面改造。
改造内容为道路“白改黑”，线路

“上改下”，绿化“绿改彩”。临街
建筑外立面统一规划、统一色
调，切实提升了老城区形象。规
范了交通标线、标牌，新装交通
信号灯 7 处。新建、改建供水管
道 5600 米，日供水能力 5000 吨，
镇区自来水普及率达 100%。建
成区内新装路灯 1100余盏，绿化
面积达 50 余万平方米。污水处
理厂已建成，日处理污水3万吨。

该镇以“绿色生态、人景合
一、邻里和睦”为目标，规划城乡
一体化新区，重点建设农民安置
区、文体活动中心及文体广场、
商贸中心。目前，投资2.1亿元的
金城丽景安置小区已建成 1408
套19.72万平方米安置房，已安置
农户 1300余户，小区内公共服务
设施一应俱全，聘请了专业物业
公司进行管理，居住环境安全舒
适；投资 1.8 亿元的荣华苑，一期
建成安置房1210套15万平方米，
二期 1072 套 11 万平方米安置房
基本建成。全镇有7个行政村的
37个自然村搬迁到镇区安置，其
中有4个行政村整体搬迁。

该镇投资 30 万元新建群众
休闲广场，占地面积约 1500平方
米；梁公、码头集资建房项目总
体竣工，解决了 520 户失地农民
的生活保障问题；新建镇区区间
道路2600平方米，清理沟渠1200
米，美化了居民生活环境；以“三
整”项目为依托，改造镇区道路
路面7000平方米，惠及农户4400
余户。

码头镇投资 1500 万元，以
“秀美乡村”为主题的朱湖新村
改造一期已基本完工，改造房屋
外立面约 11.3 万平方米，沥青罩
面面积约 4.92 万平方米，新建道
路 1.1 公里，铺设 3500 米管道用
于改造弱电线路，新建百姓广场
2 个，新建了篮球场、门球场、地
掷球场、排球场和文艺演出中
心，新增了绿化面积近 2 万平方
米，加装路灯 50 余盏，朱湖新村
形象整体得到了提升。

2014 年 5 月，九江市镇村联
动现场会在瑞昌市召开，朱湖新
村作为主要看点，得到了各级领
导的高度肯定。投资 5.6 亿元的
旧城改造重点项目天昊城商住
小区已建成 6 栋 3.2 万平方米住
宅楼，216 米商业步行街路面铺
装及东、西两处小广场全部完
工，正在招商中。

该镇狠抓“两违”（违法违
规）建房综合整治工作，安排 40
万元专项资金确保“两违”管控
正常开展，对重点单位实行24小
时不间断巡查。2014 年先后在
苏山、梁公、长流、翠林村组织了

“两违”建筑强拆行动，累计拆除
58 户“两违”建筑 8270 平方米，
做到了“发现一处，拆除一处，警
示一片”。

2015 年 1 月 7 日，九江市县
域经济巡回检查组在码头镇看
工业项目时，巡回检查人员站在
长江梁公堤上看码头集镇建设
时赞不绝口，一座临港新城快速
崛起在长江之滨！

镇村干部在服务项目建设中改进作风，“5+2”“白+
黑”地工作着、奉献着，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党旗添彩

大力发展经济，镇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收入及可用
财力总量位居瑞昌市各乡镇之首

高起点规划，强化中心镇区辐射
功能，努力实现全镇80%以上人口居
住在镇区，大力建设临港新城

统筹协调发展，加大社会事业建
设力度，努力建设和谐码头、幸福码
头，让百姓生活更加幸福

“千重要，万重要，加快发展最重
要；千条路，万条路，没有项目无出
路；千道理，万道理，增加财力是硬道
理。”这是码头镇党委、政府决策层形
成的共识。

记者在码头镇采访时，深深地体
会到“志在超越”的发展氛围。他们
在国内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情
况下，没有安于现状，而是加快发展，
招大商、引巨资，奋力赶超。

2014年，该镇配合瑞昌市政府完
成招商引资总投资为55.8亿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 33 亿元。引进了华中
国际木业，总投资约 50 亿元，其中固
定资产投资约 20 亿元。目前项目建
设进展顺利，一区已完成基础钢构13
万平方米，完成了钢构安装10.2万平
方米；二区完成了厂房建设面积 2 万
平方米，道路水稳 3 万平方米，混凝
土路面浇筑 4 万平方米，场地土方平
整 7.4万平方米，综合楼建设面积 2.4
万平方米。引进了长江公用码头项
目，总投资 3 亿元。目前水工部分已
全面完工，仓储用地部分征地和土方
平整基本完成。引进了年产120万吨
新型肥料项目，总投资 12.8 亿元，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约10亿。

工业兴，则码头兴；工业强，则码
头强。码头镇狠抓工业，争当瑞昌市

“决战工业一千亿”的排头兵，一切围
着项目转，一切围着项目干，工业经
济快速发展。2014年，该镇完成工业
总产值近 8 亿
元，投入工业

基础设施资金 3.5 亿元，新增民杰混
泥土、理文造纸、理文化工 3 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

码头镇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
核心，强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该
镇投入200万元扶持特色养殖。同时
新组建富民螃蟹养殖专业合作社，养
殖面积1400亩；新组建长丰水产养殖
基地，总投资 38 万元，养殖面积 500
亩；成立敏峰千亩特色螃蟹养殖基
地，养殖面积 1500 亩等。目前，
全镇100亩以上的养殖大户有29
户；九江天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与该镇长丰村签
订了农产品购销
协议，带动 300

余户农民从事规模种养。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

生。2014 年，码头镇财政规模收入
4.97亿元，其中镇本级完成财政收入
1.66亿元，地方收入完成10159万元，
实现可用财力收入为 103582 万元。
财政总收入增量达到5000万元，增幅
达到 45.9%；地方收入增量达 1081 万
元，增幅达 12%；地方可用财力增量
2000万元。镇本级财政收入、地方收

入及可用财力总
量位居瑞昌市各

乡镇之首。农
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为 12759
元 ， 增 长

20.78%。

瑞昌码头

码头镇街区一角码头镇街区一角

引进的华中国际木业引进的华中国际木业

金城丽景安置小区金城丽景安置小区

天昊城商住小区天昊城商住小区

渔民喜获丰收渔民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