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

JIANGXI DAILYJIANGXI DAILY
B4 2018年1月25日星期四 B1

JIANGXI DAILYJIANGXI DAILY

看章江河畔春风浩荡，听贡江两岸捷报频传。

刚刚过去的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对于赣州来说，也是振

兴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赣州市坚持以打好六大攻坚战为主抓手，推动振兴发展取得阶

段性重大成效，赣州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老百姓受

益最多的黄金发展期。中央领导在全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若干

意见》出台实施五周年期间和中宣部寻乌扶贫调研报告上，先后三次对赣州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或批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在多种场合多次表扬赣州市

打好六大攻坚战的做法和成效，指出赣州走上了振兴发展的快车道，赣南苏区

呈现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持续改善、后劲显著增强的态势。

赣州，在改革创新中奋力前行，在振兴发展中蜕变高飞，正不断刷新成绩

单，令世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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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晨出发，马不停

蹄，在黄昏中归来。1月 9
日至 14日，赣州市六大攻坚
战工作流动现场会又如期举
行，通过走、看、比、评，实地检验
过去一年来各地六大攻坚战的成
效。在每年年初举行流动现场会看
“六大攻坚战”的项目、特色和变化，是赣
州近两年的“固定节目”，旨在浓厚攻坚氛围，
凝聚攻坚共识，激发攻坚斗志。

期间，人们惊喜地发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项目
比比皆是，项目逐渐朝高质化、高新化、高端化、集群
化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完善产业链条、延伸产业链
条，美丽乡村由“盆景”变“风景”，城市化向现代与绿
色发展演进……赣南这片热土上，铺展出一幅不平
凡的画卷。

数据为证。2017年，全市共实施六大攻坚战项

目 2056 个，完成年度投资 2911.6 亿元，超年度计划
26.7个百分点，同比增长 75.1%，其中精准扶贫攻坚
战增长 123%、主攻工业攻坚战增长 87.7%、新型城镇
化攻坚战增长 56.7%、现代农业攻坚战增长 130.4%、
现代服务业攻坚战增长 121.3%、基础设施建设攻坚
战增长 44.2%。

曾几何时，赣州的工业底子薄弱。现在，赣州的
“工业版图”可圈可点：

新能源汽车科技城拉开发展框架、势头良好。成
功落户 5个整车生产项目，总投资近 200亿元，其中昶
洧新能源汽车一期完成试制车间建设，国机智骏汽车、
山东凯马汽车正加紧厂房建设；

现代家居城加速转型、提挡升级。新增规模以上
家具企业 124家，开通 13条内贸班列线路、3条铁海联
运班列线路、9条中欧班列线路，形成“木材买全球、家
具卖全球”发展格局；

中国稀金谷快速起步、创新发展。核心区大规模
推进基础设施，累计投入超过25亿元，中国稀金（赣州）
新材料研究院、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赣州稀金产业
技术研发中心洛太奇移动机器人等一批高端应用类项
目相继开工建设；

青峰药谷建设加快、后劲增强。平台框架全面拉
开，药品研发制造、药材种植加工、医药健康等三大板
块加速建设，成功签约落户修正药业
等16个重大项目；

赣粤电子信息产业带
蓬勃发展、形势喜人。全
年新签约引进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工业项
目 136 个，总投资达
728.14 亿 元 ，长 信
科技、合力泰、同兴
达等 5家上市公司
相继入驻，工信部
电子五所（中国赛
宝实验室）龙南办
事处挂牌。

此外，省级重点
工业产业集群从去年
6 个增至 10 个，总数全
省第二。于都服装服饰、
上犹玻纤、会昌氟盐化工、
大余有色金属新能源材料等一
批特色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凸显；寻

乌机电机械、安远电子信息、石
城鞋服等一批新产业集聚区开
始形成。

工业版图的扩张，离不开
项目建设的稳步推进，园区平
台的稳步提升，以及聚焦首位
产业壮大集群。2017 年被列
入市级调度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272 个，总投资 1976.12 亿元，年
度计划完成投资 682.82亿元，同

比增长 75.77%；全年 272 个项目
已 全 部 开 工 建 设 ，已 完 成 投 资

835.32亿元，完成投资率 122.33%。去
年 1至 10月，全市工业园区累计完成基

础 设 施 投 入 165.13 亿 元 ，增 速 高 达
120.81%，总量及增速均位列全省第一。

主攻工业 挺起经济脊梁 ▶▶▶

作为全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赣州高位强势推动精准
扶贫工作，压实脱贫攻坚责任，坚持“一个都不能少，一个也不能
掉队”。

赣州对932个省级贫困村每个村安排一名县处级干部挂点
帮扶，市本级下派399名处级领导挂点帮扶贫困村，选派3515名
市县乡优秀干部担任驻村扶贫第一书记或工作队长，组织 6.93

万名党员干部与 29.46万户贫困户开展结对，不脱贫不脱钩，实
现了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全覆盖。

同时，赣州瞄准“两不愁三保障”，大力实施安居扶贫再精
准、健康扶贫再提升、教育扶贫再对接、兜底保障再完善、深度贫
困再攻坚等五大攻坚工程。在全国率先采取政府兜底、“交钥
匙”的办法，建设农村保障房，2017年已竣工 8710户；全面实行
市域内贫困患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和“一卡通”即时结算制
度，贫困户自付率下降至5.16%；全面落实资助政策，发放学生资
助资金 4.3亿元，资助补助贫困家庭学生 27.06万人次；截至 12
月底，全市累计支出农村低保金 11.53亿元，农村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金1.65亿元。

除了积极输血，赣州还群策群力帮助贫困户“造血”，增强脱
贫攻坚动能。赣州因地制宜发展蔬菜、脐橙等特色产业，实施产
业扶贫；采取多种模式扩大就业扶贫车间规模，引导贫困劳动力
就近就业；以贫困村为单位，将各类产业发展项目、基础设施项
目和公共服务项目等捆绑打包，整村推进、同步实施；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有效遏制因懒致贫、因赌致贫、因子女不赡养老人致
贫等顽症发生。

精准扶贫 全面决胜小康 ▶▶▶

和谐大道基本全线贯通，东坡路等 27 条城市支路顺利打
通，迎宾大道、文明大道等快速路建设加快推进，赣州西站基础
设施等重大项目开工建设……2017年，赣州新型城镇化建设好
戏连台，造福百姓。赣州通过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市建设，
目前赣州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16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 166
万，预计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48.6%左右。

项目建设成效显著，市级调度的272个项目全部开工建设，
完成投资 603.9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率 123.38%，是去年的
1.7倍；城乡规划工作协调推进，赣州成功入选国家第二批城市
设计试点城市，在全省率先全面启动农村全域规划编制工作；赣
州以问题为导向，强力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大力实施拆违治违、
城市主次干道改造、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工程，大部分县城面貌焕
然一新；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棚户区改造基本建成
2.4万套，完成农村危房改造2.76万户，其中农村保障房8710户；
特色小镇建设全面展开、成效初显，以芳香产业为龙头的全南南
迳、以茶旅文化为特色的宁都小布入选国家级特色小镇，以乡村
旅游为特色的大余丫山入选全国运动休闲小镇，12个特色小镇

入选省级特色
小镇；国家新
型 城 镇 化 综
合 试 点 加 快
推 进 ，瑞 金 、
兴国、定南、全
南、石城等 5县
（市）入选国家第
三批结合新型城
镇化开展支持农民
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
点，等等。

在推进城市建设的同时，赣州不
忘生态环保。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做足山水文章，
让山水与城市交融一体，如：兴国潋江湿地公园、安远县书香公
园、赣州经开区金凤梅园等一批城市绿地公园项目，美化了城市
环境。

新型城镇化 统筹区域发展 ▶▶▶

2017年，赣州把项目建设作为现代农业攻
坚战的重要支撑和强劲动力，通过项目建设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至 2017 年
底，全市现代农业攻坚战共安排项目 674个，其
中市级调度项目10大类55个子项目全面开工，
完成投资 183.56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141.06%。
赣州向现代农业强市转型升级迈出实质性步
伐，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得益于蔬菜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2017年
赣州成功开行蔬菜中欧班列，赣南蔬菜首次进
军俄罗斯等国际市场。与此同时，脐橙产业加
快转型升级、油茶产业持续提质提效，赣州三大
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全市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赣州农村一二
三产加快融合。全市培育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
业 588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382.85亿元，其中
农产品加工企业343家，新增34家，主营业务收
入 282.96亿元；先后在厦门、杭州、深圳等地召
开现代农业招商推介会，累计签约项目 71个，
总投资157.24亿元；信丰县入选全国首批、全省
唯一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县，赣县、信丰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于都、瑞金等 11个省级现
代农业示范区加快建设，崇义被认定为全国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此外，农产品现代
流通体系加快形成，中国供销·赣州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华东城果蔬批发市场、中国供销·赣
南脐橙交易中心等一期项目基本完工。

现代农业 助力三农发展 ▶▶▶

2017年，赣州市新增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5个，总数达15个；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突破
8000亿元大关，位居全省第二位；旅游总收入、
接待游客人数增幅，以及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
20%以上；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12.3%，增速
稳居全省首位；服务业增加值达 1112.14亿元，
占GDP比重达44.1%。

系列数据和实例，凸显出赣州市扎实打好
现代服务业攻坚战的丰硕成果。2017年赣州进
一步紧抓现代服务业大项目，致力打造经济社
会发展的新引擎。

——2017年1月，赣州成功入选国家产融合
作试点城市，引进北京银行、民生证券等各类金融
机构，启动了全国首个区块链金融产业沙盒园。

——2017年6月赣州列
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
行区。建成了四省九市最大
的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吉集
号”，货运版“滴滴打车”网络
连接全国。

——开工建设省内最大
的冷链物流集散基地赣州冷链物
流中心、由传化集团投资20亿元建
设的赣州综合物流园等37个重大物流
项目，超创集团、山东易华录、中农批等 10
来家国内一流物流企业进驻这里。

——全市共有 23个电子商务产业园，全部
投入运营，各乡镇、各村网点电商平台已基本建

成 ，中 国 稀 有 金
属、家居、赣南优
选、跨境电商等
四大电商平台不
断完善。

——市现代服
务业攻坚战领导小

组组织 15次外出考察
招商，前往20多个城市，

对接50多家国内大型企业，
抓住赣商回归、引进央企等良好

契机，积极开展对接洽谈。2017年，服务业共开
展招商活动 11场（次），签约 91个项目，总投资
611.74亿元，63个开工建设。

现代服务业 引爆发展动能 ▶▶▶

工人在赣县区铭宸工人在赣县区铭宸
现代农业示范园劳作现代农业示范园劳作

上犹南湖户外休上犹南湖户外休
闲运动基地闲运动基地

基础设施 夯实发展支撑 ▶▶▶

魅力赣州魅力赣州

没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坚实的支撑。
为加速补齐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近年来，
赣州把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攻坚重点，夯实基础、做强支撑。

在2017年赣州基础设施攻坚的账本中，一
组数据非常亮眼：全市 161个项目全部开工建
设，完成投资 349.77亿元，超时序进度 34.43个
百分点。其中，市级统筹调度的“十大项目”全
部开工，完成投资 181.47 亿元，超时序进度
30.49个百分点。2017年，赣州在推进基础设施
建设攻坚战中，按照“破瓶颈、补短板、超常规”
原则，以建成省域副心城市和“一带一路”重要
节点城市为总目标，交通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保
障不断增强，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为980万赣南
人民勾勒出一幅幅美好愿景。

赣州紧紧围绕“加速构建全国性综合交通
枢纽和现代能源保障体系”战略定位，交通、能
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频频发力。交通方面，“一纵
一横”十字型高速铁路网、“两纵两横”普通铁路

网、“三纵三横六联”高速公路网、“一主多辅”机
场布局为主体的四通八达立体交通网络正加速
形成。昌赣客专赣州段45座隧道群全部贯通，
赣深客专、兴泉铁路全线开工。广吉高速宁都
段顺利推进，兴赣高速北延、瑞兴于快速交通走
廊、三南快线开工建设。实施国省道升级改造
1144公里，建成农村公路 2687公里，25户以上
人口自然村全部通水泥（油）路。黄金机场改扩
建、航空口岸和通用机坪建设加速推进，全年完
成旅客吞吐量127.9万人次，成为省内通航城市
最多的支线机场。瑞金机场进场道路启动建
设。能源方面，华能瑞金电厂二期复工建设，省
天然气管网赣州段 6条支线全部开工，赣州西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开工建设。18 个县（市、
区）中心村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开工，一批风
力、光伏新能源发电项目加速建成。全市基础
设施支撑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为打造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样板奠定了
坚实基础。

于都县梓山万亩富硒蔬菜产业园于都县梓山万亩富硒蔬菜产业园

石城县花园大桥石城县花园大桥

中国内陆口岸中国内陆口岸（（江西江西））国检监管试验区国检监管试验区
安远县九龙山风电工程并网送电安远县九龙山风电工程并网送电瑞金市叶坪乡朱坊村新貌瑞金市叶坪乡朱坊村新貌赣州建筑业装配式示范基地赣州建筑业装配式示范基地

信丰县合力泰柔性线路板产业园信丰县合力泰柔性线路板产业园

宁都技工学校为脱贫攻坚提供人力保障宁都技工学校为脱贫攻坚提供人力保障

大余县黄龙生态运动休闲小镇大余县黄龙生态运动休闲小镇

南康区爱康光伏南康区爱康光伏

赣州金顺电子赣州金顺电子

——赣州打好六大攻坚战纵深推进振兴发展速写

赣州经开区金凤梅园赣州经开区金凤梅园

龙南县关西围屋新貌龙南县关西围屋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