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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展新时代美丽画卷舒展新时代美丽画卷

踏上新征程，展现新作为。上犹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在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热土上，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潮

流中，奋力迈出“同城发展、绿色赶超”新步伐，留下了一串串苦干实干的铿锵足音，尽情舒展新时代的美丽画卷！

举全县之力打好主攻工业、精准扶贫、现代服务业、新型城镇化、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六大攻坚战”，聚精会神抓项目、强产业、稳增

长、促改革、惠民生。全县经济实力大幅提升，项目建设刷新历史，城乡面貌日新月异，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1. 陡水“漫生活”特色小镇项目

建设陡水特色旅游休闲度假
区、陡水月亮湾度假旅游区、陡水
西龙氧吧度假区、陡水碧水湾旅游
服务区、南湖滨水旅游度假区等五
大区域，项目总投资约 30亿元，投资
回报期为 6-8年。

2. 南湖滨水旅游度假区项目

建设沿湖半岛区域、东西坑区域
（即天沐小镇）、金沙湾(含国际垂钓
基地)区域、翡翠湾区域等四大区域，
项目总投资约 12亿元，投资回报期
为6-8年。

3. 上犹阳明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项目

建设青庐寺禅宗小镇区域、窑下风
情小镇区域、西垅氧吧小镇区域、浊水乡
村小镇区域、九曲茶乡小镇区域等五大
区域，项目总投资15亿元，投资回报期为
7-8年。

4. 碧水湾旅游服务区项目

建设特色渔庄、度假山庄、旅游酒
店、旅游商品购物街以及游客接待中心
等项目，总投资约 2亿元，投资回报期为
4-6年。

5. 赏石文化城项目

建设奇石文化艺术中心、奇石博览
广场、禅茶会展博览中心、私家收藏馆、
根雕艺术馆、游客度假公寓等项目，总投
资约3亿元,投资回报期为6-8年。

6. 平富乡燕子岩旅游项目

建设燕子岩户外探险基地、暖塘温
泉度假村、漂流、养生疗养公寓、地质生
态科普园、自驾车房产营地、户外攀岩、
四星级酒店等项目，总投资约 2亿元，投
资回报期为6-8年。

7. 双溪高山草山旅游开发项目

建设草山露营基地、高山滑草项目、
休闲度假山庄、高科技农业生态草场等
项目，总投资约6000万元，投资回报期为
6-8年。

8. 五指峰（鸟鸣涧）景区综合开发项目

建设五指峰旅游片区、黄沙坑旅游
片区、盘古仙旅游片区、鸟岭旅游片区、
五个景观点的鸟鸣涧（含焦坑瀑布）片区
等五大片区，总投资约4.2亿元,投资回报
期为8-10年。

9. 九曲河精品民宿项目

开发建设精品民宿、休闲木屋、渔庄
会所、景观花海等项目，总投资为 500
万-8000万元，投资回报期为4-6年。

10. 精品民宿、青年旅馆、运动俱
乐部、特色小吃体验馆、旅游商品
展销中心等项目

建设精品民宿、青年旅馆、运动俱乐
部、特色小吃体验馆、旅游商品展销中心
等项目，总投资为50万元-800万元,投资
回报期为4-6年。

上犹县2018年旅游招商项目

联系单位：上犹县旅游发展委员会
招商热线：（0797）8543270 13907072000（刘明慧）

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围绕“主攻工业、三年翻番”发

展战略，上犹县坚持差异化定位、
产业链配套、集群化发展，创新引

领产业升级，搭建政企学研平台，
形成以京禾纳米研究院为主体、其
他科技创新平台为支撑的“1+N”格

局，设立创新发展专项扶贫资金，
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京禾纳米获批

“院士工作站”。玻纤新型复合材
料和精密模具及数控机床两个主
导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保持 30%以
上的高速增长，被评为“中国玻纤
新型复合材料产业集群发展示范
基地”。提升园区平台，扩园区，建
标准厂房，盘活老厂房及闲置低效
土地 500 余亩。优化发展环境，精
准帮扶企业融资难、贷款难等问

题，为 27家企业提供倒贷资金 1.49
亿元，为首位产业龙头企业争取全
省最优惠的用气价格，每年降低用
能成本 1000 万元以上。浓厚招商
引资氛围，全年引进工业项目 22
个，签约资金达105亿元，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15个。2017年，全县规模
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86亿元，同
比增长 20%；工业固投 28 亿元，同
比增长 40%；工业税收 2.6 亿元，同
比增长66%。

脱贫“摘帽”奋力攻坚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三率一

度”，兜底线、补短板、解难题，大力
开展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教育扶
贫、安居扶贫、健康扶贫、旅游扶贫
等，确保农户增收“可持续”，努力
实现全县如期脱贫摘帽。在全国
率先实施六大平台一套机制的

“6+1”就业扶贫模式，帮助 1.4万名

贫困群众实现就业，闯出了一条新
型工业与脱贫攻坚有机结合的新
路子，受到国家充分肯定并在全国
推广。大力开展光伏扶贫，建成了
营前蛛岭、东山中稍等 4 个地面集
中式光伏发电站，链接贫困户 954
户，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投入
1760万元建设村级光伏发电站，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乡风文
明有了质的提升。2017年，
完成扶贫工程投入 15.8 亿
元，3179 户 11090 人脱贫
人口达到脱贫标准，20 个
贫困村达到退出要求，贫困
发生率由 2016年的 8.25%下
降至4.33%。

生态旅游魅力凸显
立足“生态休闲度假区”定位，

树立全域旅游理念。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等旅游要素，狠抓重

大旅游项目，擦亮“一条鱼（生态
鱼）、一幅画（油画）、一块石（观赏
石）、一杯茶（茶叶）、一列小火车

（森林小火车）”生态旅游“五张名
片”，大力推进天沐温泉、桃花源、上
犹阳明湖特色小镇、油画产业园、印
象客家、赣南森林小火车、五指峰齐
云原舍精品民宿、五指峰鸟鸣涧、燕
子岩地质公园等项目，成功创建上
犹阳明湖国家4A级景区，构建以生
态休闲、度假养生、文化旅游、乡村
休闲、户外运动为主体的旅游产品

体系，打造“梦里水乡·美丽上犹”形
象品牌，荣获“中国天然氧吧”“中
国候鸟旅居小城”“中国最美生态休
闲旅游名县”等称号。成功举办环
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中国·上犹
路亚水上嘉年华暨上犹首届渔文化
旅游节、露营大会等系列特色文化
旅游活动，推出上犹旅游主题曲《你
犹在我心上》。

城乡面貌美丽“蝶变”
以创建省级文明城市为契机，

以迎宾大道为主轴，高标准规划建
设“一轴三区”，全面拉开黄埠、文
峰、南湖三个新区建设项目，完成老
城区“五桥一路”综合改造，各类市
政设施不断完善。建立健全城管执
法体制改革，加强城乡规划队伍建
设和城乡建设人才培养。城乡环境
整治成效显著，规范了水南农贸市

场和桂花园农贸市场，改造迎宾大
道、赣崇高速西互通等城区主干道
沿线房屋185栋，启动193个村庄新
农村建设，拆除“两违”建筑和“铁皮
烂棚”9.1万平方米，拆除“空心房”
153万平方米，持续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城乡面貌美丽“蝶变”。农村生
活垃圾专项治理，入选第一批省美
丽示范县创建试点县。

生态农业提质增效
按照“接二连三”的思

路，提品质、创品牌，做足农
旅结合文章，引导扶持柏水
寨、园村、麻田、梅岭嶂等一
批产业园实施了基地景区化
建设，全面提升“犹梅线十公
里乡村旅游产业带”。两年

来，新增接待游客量达 60 余万
人次，新增营业收入达 8000万元

以上。累计签约农产品深加工、高
标准设施蔬菜、“德米特”有机农业

等投资5000万元以上项目15个，共
计总投资17.6亿元。新增现代农业
产业示范园 18 个，完成油茶新指、
低改、抚育6万亩。荣获“全国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园村生
态清洁小流域项目为全省唯一荣
获“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工程”，
连续四年获评“全省新农村建设先
进县”，打响了“上犹生态鱼”“上犹
绿茶”“上犹山茶油”等优势农业产
品品牌。

基础设施增添后劲
争取交通、能源、电网等基础

设施项目 24 个，总投资 29.66 亿
元，2017 年度计划投资 7.57 亿元，
完成投资 9.65 亿元，完成率 127%，
所有项目实现年度投资和形象进
度“双超”目标，超出时序进度 35
个百分点，实现了“天天有进度、月
月有变化、项项有精品”。实施了
双溪风力发电、五指峰旅游公路、
国道 G220、省道 S548、赣崇高速上

犹连接线、南塘至南河湖等一批管
基础、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国省道
新改建总里程 166 公里，建成大型
风力发电仙鹅塘风电项目，年提供
清洁能源 2 亿千瓦，推进贫困村

“三电”（供电、广电、电信）网络全
覆盖，实现 40 个中心村农网升级
和 346 公里低压线路改造，让 2.04
万农户 7.96万人用上放心电，为经
济社会发展添后劲。

上犹县城风光上犹县城风光

上犹灯饰产业高新科技园生产车间上犹灯饰产业高新科技园生产车间

新建成的上犹县思源学校新建成的上犹县思源学校

上犹阳明湖红枫醉人上犹阳明湖红枫醉人 李伏学李伏学摄摄

生态捕鱼节

上犹“扶贫车间”让
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森林小火车森林小火车

风景秀美的风景秀美的SS548548线李田坑至陡水段公路线李田坑至陡水段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