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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记者踏入青山湖区湖
坊镇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就获得一
份湖坊镇介绍——“连续 31 年综合
实力排名全省第一”。这也意味着
湖坊镇“江西第一镇”的头衔没有旁
落他人。

虽然“江西第一镇”没有易主，但
湖坊镇镇长万祥源接受记者采访时，
连喊“压力巨大”，他说：“之前湖坊镇
与其他乡镇的差距拉得很大，这几年
被迎头赶上，个别经济指标已经被超
越。”正因如此，湖坊镇借助旧城改
造，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培植新的经
济增长点。不过，其他乡镇也没“闲
着”，同样在借发展升级，引进大项
目，欲与湖坊镇一比高低。

被超越

2014年上半年，西湖区桃花镇实
现财政总收入9.79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 2.78 亿元，分别超过湖坊镇 2.2 亿
元和1亿元。正是这份数据，让青山
湖区委书记陈匡辉在一次会议上直
呼：“湖坊镇连续30年‘江西第一镇’

的头衔面临被取代的危险。”
时隔半年，记者再次获得一份

两镇比较数据，无论是财政总收入
增长速度，还是绝对数，湖坊镇已
经落下风：桃花镇 2014 年实现财政
总 收 入 1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4.8%。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4.81 亿
元，同比增长 60.4%。湖坊镇实现
财政总收入 16.04 亿元，同比增长
15.4%。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3.60 亿
元，同比增长 15.5%。

然而，2014 年 12 月 17 日，省统
计学会公布了 2014 年全省百强镇
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湖坊镇仍排在
首位。省统计局科研所所长张启良
参与了此次数据分析及实地调研，
他说：“财政总收入是其中一项重要
的测评指标，但综合实力排名测评
要用到国家统计局法定报表‘乡镇
社会经济基本情况’的 10 多项经济
数据指标。”

记者查阅数据发现，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实际利用外资等数据，湖
坊镇相比桃花镇仍是更胜一筹。此
次“综合实力百强镇”排行榜中，前

“三甲”是青山湖湖坊镇、安源区安源
镇、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西
湖区桃花镇列第 20 位，但较 2013 年
排名有大幅度提升。

时不待

虽然湖坊镇暂时保住了“江西第
一镇”的头衔，但万祥源感觉到发展
的紧迫感：“只要发展步子缓一点，很
快就会被超越。”在2014年湖坊镇工
作总结中，就提出“2015 年是湖坊镇
经济全面发展极为困难的一年，所面
临的压力、困难相当大。”并明确要
求，要充分利用好现有土地资源及相
关政策，特别是对配套村级产业园项
目抓紧时间申报。

“由于受到土地空间限制，湖坊
镇每发展一步，比别的乡镇要付出更
多的努力。”万祥源所指的更多努力
就是“只能利用旧城改造获得项目用
地。”记者获得的数据显示，湖坊镇与
其他百强镇的综合实力差距越来越
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工业增加值
等单项指标数据已被多个乡镇超越。

湖坊镇财政总收入占青山湖区
政府三分之一，看到湖坊镇财政总收
入被桃花镇所超越，青山湖区委书记
陈匡辉也感觉到了压力：“区里没有
引进大项目入驻，没有出台适合经济
发展政策办法，没有支持、扶持湖坊
镇镇村发展的举措。从这个角度讲，
湖坊镇经济发展掉队，区里也有责
任。”

同时，由于南昌市发展重心不在
城东，而是在城西南，也就是朝阳片
区和九龙湖片区。因此，地处城东的
湖坊镇只能“自力更生”，地处朝阳片
区的桃花镇托了南昌市政策的“福”，
地产项目源源不断。对此，桃花镇镇
长计桂礼有清醒的认识“产业结构不
合理，桃花镇80%以上的地方财政收
入依赖于房地产，如果朝阳片区开发
完成或房地产降温，势必对桃花镇财

税收入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固定资产
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经济指
标也有下行可能。”

盼升级

正如南昌市统计局副局长张宁
所说，“江西第一镇”只是个头衔，谋
求发展升级才是根本所在。

事实上，各方自上而下都看到了
症结所在。今年8月份，陈匡辉曾带
着区委各单位、区直各部门对湖坊镇
经济社会发展进行问诊，目标很明
确，那就是保住湖坊镇“江西第一镇”
的帽子，甚至提出举全区之力破除湖
坊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给政策、
给项目、给人才。

在未来 2 到 3 年时间内，湖坊镇
将建成以洪都农商行总部大厦、北京
银行青山湖支行、赣州银行、平安保
险为载体的金融保险企业总部，以建
工大厦为载体的建工企业总部，以华
安699文化创意产业园为载体的文化
创意企业总部基地，以阿里巴巴为平
台的新兴电子商务产业基地，以东方
汽车商贸园为载体的汽车交易、物流
企业总部基地，以恒茂、梦时代广场
5A 写字楼为载体的企业总部基地，
逐步形成年纳税15亿元的总部企业
群体。

“房地产等无根项目来‘钱’快，
只适合短跑，不适合长跑，”张宁说：

“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提高土地效益，
才可获得持续发展后劲。”桃花镇也
毫不示弱，今年将围绕154.38亿元的
25个重大项目，推进鸿亿总部大楼、
恒盛商业街、桃花商业广场等项目的
落地、注册，尽快使项目优势成为财
政优势，力争2015年财政总收入突破
20 亿元，综合实力进入前 10 名。记
者采访了解到，安源镇、蛟桥镇、塘山
镇也正在力求摆脱原有发展模式，着
眼更长远的发展，朝着“江西第一镇”
的目标进发。

财政收入已落下风 综合实力仍居首位

湖坊镇保住“江西第一镇”头衔
专家：谋求发展升级才是根本所在

2014 年 上
半年，西湖区桃
花镇实现财政总
收入、地方财政
收入双双超过湖
坊镇，传出“江西
第一镇”将易主
的消息。本报
2014 年 8 月 13
日刊发《“江西第
一 镇 ”要 易 主
“靠地生财”有隐
忧》。2014已翻
篇，结论是，湖坊
镇保住了“江西
第一镇”头衔。
不过，与此同时，
更多的乡镇正迎
头赶上，朝着“江
西第一镇”的目
标进发。

本报吉安讯 （记者杜金存 通讯员严志
如）1 月 28 日，河南籍农民工给吉安市劳动保
障监察支队工作人员打来电话，对工作人员
帮助他们拿到了拖欠的工资表示感谢。从
去年 11 月中旬开始，吉安市人社局联合规划
建设局、公安局、房管局等 9 部门，在全市范
围内铁腕整治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到
目前为止，该市已为 2238 名农民工追讨工资
5780 万元。

1月 19日下午，吉安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以下简称支队）接到刘小辉等 29名河南籍民
工的投诉，反映地处吉安中心城区的汇丰御园
建设工地拖欠他们 20多万元工资。接到投诉
后，支队立即派人深入工地调查并联系施工企
业歌山建设集团了解情况。经调查，该项目工
地拖欠29名农民工工资21万元。经协调，1月
20日晚上，在支队监察员及当地派出所的监督
下，承包外墙粉刷的负责人将21万元拖欠工资
发放到每一个农民工手上。农民工领到工资
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从去年11月中旬开始，吉安市加大对恶意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支付加班工资等违法行为
的整治力度，通过打防并举，立案侦查，使全
市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据了
解，该市相关工作人员对使用农民工较多的用
人单位进行逐一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留死
角，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排查建设和施工单
位共 557 户。从 1 月份开始，吉安人社局每周
编写一期拖欠农民工工资舆情反映，让相关部
门掌握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动态。其次，建立
台账，对重点企业，派人逐一上门督办。另外，
建立信息分析机制，对有可能发生拖欠的情
况，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

吉安为2238名农民工
追讨工资5780万元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方 颖

全长69公里 投资61亿元

铜万高速建设项目启动
本报讯（记者徐黎明 通讯员廖振华）1月

28日，铜万高速建设项目办举行全体参建单位
见面会，标志着铜鼓到万载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正式启动。

铜万高速公路起于铜鼓县，止于万载县，
途经铜鼓县、宜丰县、万载县，全长 69.134 公
里，投资概算61.258亿元。全线按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为 120公里每小
时，预计2016年建成通车。

据了解，铜万高速公路建成后，可增强我
省西北部各横线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应急保障
能力，未来可分担沪昆国家高速公路和杭长国
家高速公路共线段持续增长的交通压力，路网
功能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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