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攻工业，三年翻番”，这
是赣县区多年的梦想，也是坚
持不懈的追求。

该区紧抓产业不松劲，聚
焦项目不散光，强化招商不懈
怠，创优环境不止步，加快建设
中国“稀金谷”，推动稀土稀有
金属首位产业集聚发展。

加快提升平台承载力。按
照城市建设的理念建设园区，加
速稀金谷智慧园、产业园建设，
启动稀土大厦、晓镜公园、中国
稀金港建设，加快推进城北大
道、城市连接线、赣储路等路网
项目，推动核心区基础设施由点
到面、由面到网、互联互通，实现
核心区各板块、各区域一体化发
展，以大平台承载大发展。

壮大首位产业集群。坚持
首位产业、首位推进，主攻钨和
稀土新材料、新能源动力电池
三元材料、智能装备制造等产
业方向，促进关联产业集中布
局，真正以大产业支撑大发
展。坚持项目导向，继续实行
领导和单位挂点重点项目制
度，发挥项目落地办促进作用，
加快推进项目早建成早见效。

更加突出开放创新。主动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招
商引资升级行动，紧盯热点区
域，突出首位产业，对接世界
500强、央企国企、上市企业和
行业龙头企业，引进一批补链、
强链、扩链型的大项目、好项
目，着力提升首位产业的竞争

力。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积极
对接“中国制造 2025”，高标准
建设稀金新材料研究院，争创
稀土功能材料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加快推进军民融合发展，
打造军民融合重点产业基地。
着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大力培育智能制造、
个性化定制等“互联网+
制造业”经济。

把创优环境作为
永不止步的“奠基工
程”。该区深入推进降
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
一企一策、一产业一办
法，做好精准帮扶，帮助企
业降本增效。扎实推进“一次

不跑”改革，大力推行“多规合
一、并联审批”等措施，打造审
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效率更高的政务环境。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梦想可期梦想可期

工作的成效，关键要看干
部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和
落实力度。赣县区提出：向
作风要生产力，向效能要竞
争力。

该区坚持唯实求真和问
题导向，有效改进调研方式，
提高调研实效，为推动工作、
破解难题提供支撑。把加快

项目建设作为改作风、提效率
的“试金石”。加大项目的谋
划、争取和实施力度，着力解
决好前期工作、征地拆迁、资
金筹措等节点难点问题，打通

“中梗阻”，提高项目建设效
率。提出要坚决支持创造、鼓
励创新、允许失误、宽容失败，
只要出于公心，完全可以抛开

顾虑、大胆干事，做到给干事
者鼓劲，为担当者撑腰。同
时，该区还建立起大督查机
制，始终紧盯不落实的事、督
查不落实的人，找出不落实的
原因、追究不落实的责任，确
保工作推进到哪里，督查督办
就跟进到哪里，推动工作落到
实处、见到成效。

赣县区决胜脱贫攻坚赣县区决胜脱贫攻坚 争当攻坚战排头兵争当攻坚战排头兵

初春时节，
踏访赣州市赣
县 区 城 乡 ，喜
人面貌随处可
见：重大项目气
势磅礴，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产
业 基 地 拔 地 而
起。稀金谷建设大
突破，脱贫攻坚成绩显
著。这些喜人的成绩，记录
了2017年赣县区的辉煌。

过去一年，全区上下撸袖实干，
创一流、争先进、出经验，绘就了浓
墨重彩、影响深远的美丽篇章。

成功争创第五届全国文明城
市。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先进
县(市、区)”。中国稀金谷成功被列
入“中国制造 2025”、全国“十三五”
稀土行业以及有色金属工业发展规
划。成功获批新材料(稀有金属)国
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江西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首批江
西省军民融合有色金属新材料产业
基地，梅林古镇商贸区获批全省服
务业集聚区。成功迎接全省现代农
业发展暨产业扶贫流动现场会，蔬
菜产业发展模式、科技含量得到与
会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全区 75
项 206个“六大攻坚战”项目全部开
工，竣工项目 127个，超额完成年度
投资，达200亿元。

过去一年，全区上下众志成城，
克难关、谋长远、创大业，干成了一
大批多年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大事。

班子领导齐上阵，顶着压力前
行，日日夜夜坚守，仅用 45 天实施
了赣县历史上体量最大、投入最多、
情况最复杂、速度最快的棚户区改
造工作，打通断头路，疏通“肠梗
阻”，整治了一批多年没有解决的顽
症，一个全新的城市呈现在市民面
前。仅用 3 个月时间，完成稀金谷
新增工业平台1.96万亩。一场场攻
坚，干部锤炼了好作风、群众获得了
大实惠、社会赢得了好风气。

过去一年，全区上下凝心聚
力，顺民意、解民忧、暖民心，回应
了干部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期盼。

投入 2.1 亿元，新增教育学位
6100 个，大班额问题得到有效缓
解。实现“四道保障线”“一站式”刷
卡结算，有效解决贫困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低保优抚、特困供养
标准稳步提高，惠及 4万余人，有效
兜底保障特困群众。820套农村保
障房全部竣工入住，易地搬迁安置
6227人，一批困难群众安居难问题
得到有效解决。新建、续建国省道、
县乡道和城际道路116.1公里，完成
村道窄路面改造121.4公里，公路通
车总里程达 2070.2 公里，群众出行
更加安全畅通。

拥 抱 新 时 代 ，发 力 新 征 程 。
2018年，赣县区前进的步伐没有停
歇。今年1月4日，在中共赣州市赣
县区委一届三次全体（扩大）会上，
该区敲定发展思路，提出了决胜脱
贫攻坚、争当“六大攻坚战”排头兵
的发展目标。

更加聚焦脱贫攻坚

对于赣县区来说，脱贫攻
坚就是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
程。该区以更加有力的举措、更
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细的工
作，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提高脱贫质量是打好脱贫
攻坚战的关键所在。该区加快
推进产业扶贫全覆盖、健康扶
贫再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再精
准、教育扶贫再对接、贫困村庄
整治再推进五大工程，切实提
高脱贫攻坚实效。围绕贫困户

“两不愁三保障”，推动扶贫政
策精准到户到人，把工作做到
贫困户心坎上。突出重点区域
和重点人群，推动资金、项目、
措施优先向深度贫困村组倾
斜，加强对残疾人、重病患者等

特殊困难人群的
精准帮扶。

全 力 推
进 产 业 扶
贫 全 覆
盖。完善

“五个一”
产业扶贫
机 制 ，强
化 经 营 主
体与贫困户
的利益联结，
确保扶贫产业
覆 盖 到 所 有 贫 困
户，龙头企业或合作社
覆盖到所有乡村。大力实施“百
千万”蔬菜产业扶贫示范工程，
以开通中欧蔬菜班列为契机，推

动蔬菜走向国际
市场。进一步

扩大扶贫车
间 覆 盖
面，继续
开 发 公
益 性 岗
位，让贫
困 户 在
家门口就
业 增 收 。

对“无力无
业”的深度贫

困户，探索以扶贫
贷款入股农业合作社

方式，稳定获取投资收益。
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加大财政涉农扶贫资金的

统筹整合力度，着力推进城乡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覆盖，重点实施农村公路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精准安排基
础设施项目，整村推进、同步实
施，基本解决贫困村退出的硬
件条件。继续加大对非贫困村
的投入力度，全面解决贫困群
众“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基本
解决非贫困村的水、电、路等基
础设施问题。

同时，为整合力量、加强领
导，凝聚攻坚合力，该区专门成立
了脱贫攻坚指挥部，选优配强了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把最强的
力量派上去、用最严的要求管理
好。完善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
会扶贫“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更加聚焦首位产业

更加聚焦城乡融合

站在赣县区街头，我们分
外羡慕赣县人。

干净整洁的道路，随处可
见的公园，让这座贡江河畔的
城区魅力十足。该区围绕中心
城区五区联动、一体化发展的
部署，贯彻“错位竞争、相互配
套、优势互补”的理念，顺应美
好生活需求，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加快建设更有品质、更加美

丽、更具智慧的宜居新城。
城市建设是城乡融合的重

头戏。该区一方面抓好文明城
市常态化管理，加快建设和谐
大道西延等快速路网，加快推
进棚改“限价房”、人才住房建
设，高标准规划建设配套设施，
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短板。另一方面，推进城市生
态修复、城市修补，完成背街小

巷提升改造，推进拆墙透绿增
绿工程，继续拆除违章违法建
筑，塑造城市特色风貌。

推进乡村振兴。该区依
托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深入
推进农业农村改革，积极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农业

“接二连三”，实现农业全环节
升级、全链条升值。结合特色
小镇、田园综合体建设，打造

有影响力的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推动全域旅游取得明显进
展。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
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扎
实推进“整洁美丽、和谐宜居”
新农村建设。持续推进乡风
文明行动，大力整治农村陈规
陋习，引导农民知荣辱、讲正
气、树新风。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
础，是激发城市活力的关键支
撑。该区坚持以产兴城、以城
带产，实施高新区美化、亮化、
绿化工程，加快发展现代物流、
现代金融、工业设计、电子商务
等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每一个
进城落户的农业人口、来城市
发展的外来人员，都能有认同
感和归属感。

更加聚焦改作风、提效率、敢担当

帮扶干部一线送技术帮扶干部一线送技术

赣州铭宸蔬菜科技产业园里极具现代化的育苗中心

一个个人才发展的平台落户赣县区一个个人才发展的平台落户赣县区

忙碌的永骏泰生产线忙碌的永骏泰生产线

城市新貌城市新貌

打通城区打通城区66条断头路条断头路

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

工业企业车间工业企业车间
内的智能化设备内的智能化设备

祥云湖旅游度假区祥云湖旅游度假区

新村一角新村一角

电商扶贫让贫电商扶贫让贫
困户在家门口增收困户在家门口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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