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丰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党
建引领，形成了增团结、促发展的强
大合力。

意识形态向好向上。坚持把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压紧压实各级党
委（党组）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层层
明确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任务
清单；完善互联网管理体制和工作
机制，强化网站责任，用网治网水平
进一步提高；组建县融媒体中心，进
一步加强新闻采编播管力度，强化
舆论宣传阵地管理，持续讲好宜丰
故事，传播宜丰好声音，牢牢把握意
识形态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
凝聚力和引领力不断增强。

党的建设显著增强。突出党建
引领和党建惠民，不断探索基层党
建工作新机制。组建社区党工委，
探索在新昌镇桂花社区建立全县首
个社区党建综合体；圆满完成236个
村(社区)“两委”班子换届选举，一大
批能人、带头人进入村“两委”班
子。因村施策壮大集体经济，32 个
集体收入“空壳村”全部消灭，22 个
软弱涣散村党组织全面整顿提升。

“党员学习议事日”做法在全市推

广，“一城一场一街”城市商圈党建
示范效应明显；深入开展干部作风
建设，重点整治“怕、慢、假、庸、散”，
提升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改革攻坚亮点纷呈。率先在芳
溪镇开展干部绩效考核试点工作，
探索推行“设岗择人、量化考核、绩
酬挂钩”考核模式。在总结试点经
验的基础上，在全县 16 个乡镇（场）
全面铺开，并由乡镇向村延伸、向县
直部门拓展，实行正向激励与反向
激励相结合，推动干部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以巡察派驻机构改革为核
心，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先行先
试,成立了 10 个县纪委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同时将原有的 5 个纪工

委、监察分局调整为1个县委巡察办
和3个县委巡察组。制定出台了《中
共宜丰县委巡察工作制度》《宜丰县
纪委派驻机构监督执纪工作暂行办

法》等制度，为全省全市巡察派驻机

构改革提供了“宜丰方案”，两项做法

在省、市推广。大力推进“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归

并审批职能，窗口授权到位，减流程、

减时限、减材料、并渠道，让信息多跑

路，客商少跑腿；成立政府投资“1+3”
投融资平台和县域金融服务平台，建
立绿色产业引导基金和转贷基金，为
重大项目建设、主导产业发展和城市
化进程提供资金保证。

实 干 筑 梦 践 初 心

宜丰县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对标
看齐把准方向，从更高层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江西工作的重要要求，按照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倾力描绘宜丰

“大美生态、科技文明”新图景。
对标有方向。以中心组理论学习、全员参

训轮训、干部大讲堂等为载体，扎实推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入脑入心；开展“大学习、大调研”活动，2018
年举办学习培训38期，参训人员17160人，开展
理论宣传 353场，进一步树牢“四个意识”、增强

“四个自信”；对标对表中央，按照省、市决策部
署，精心制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
西篇章、建设美丽宜春决胜全面小康新篇章、

“四年翻一番，决战工业 600亿”等实施意见；出
台了贯彻省市领导宜丰调研讲话精神的具体措
施。

对标有行动。纵深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建设，探索宜丰解决方案；加快建设具有县域
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狠抓项目落地，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稳步推进全域
旅游，统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创新驱动，
做大城南新区建设，打响三大攻坚战；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突出民计民生，增进人民新福祉。
2018年，宜丰在全市争得了“6”个前列：利用外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贷款余额三项指标增
幅全市第一；引进省外资金、工业投资增幅和公
众安全感三项指标位居全市第三。

对标看齐把准方向

稳中求进提质增效B 心中有民共建共享
宜丰纵深推进污染防治、脱贫

攻坚、扫黑除恶，打牢高质量发展的
坚实基础。

高位推进 76 个中央、省环保督
察问题整改，实施清单制，落实责任
人，巩固完善长效机制；开展环保监
测监察体制改革先行试点，落实人
员编制 39 名。科学划定生态红线，
严格实行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纵深推进河长制、林
长制、湖长制、路长制责任，综合管
控山水林田湖。开展了城市洗尘、
垃圾分类、禁烧秸秆、城市禁放烟花
爆竹等系列行动。成立工业固废处

理中心，34家企业完成“煤改气”，高
效储能企业投入 1.6 亿元完成环保
设施整改提升。继续完善生态警察
中心机制，从“九龙治水”到一个中
心管控，经验做法得到省委主要领
导的肯定。

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深度落
实“三不愁、两保障”，派遣 213 名第
一书记、2329 名帮扶干部开展“两
业”扶贫，成立扶贫产业专业合作社
181个，发展绿色有机水稻、黑木耳、
中蜂等特色种养业助力增收脱贫，
2068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创业；
扶贫对象动态调整和信息采集“四
步法”在全省推广，实施贫困户危旧

房改造746户，教育资助各学段建档
立卡学生 2083 人次，将贫困户住院
费用自付比例控制在 10% 以内。
2018年全县实现了1120个贫困人口
脱贫，3 个贫困村退出，贫困发生率
降至 0.86%。贫困人口、贫困村的生
产生活条件大幅改善，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入推
进法治宜丰、平安宜丰建设，强力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侦破案件 63
起，抓捕犯罪嫌疑人 120 人，打掉涉
黑涉恶团伙 2 个。公众安全感指数
位居全市第三，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攀升。

党建引领汇聚合力E

克难攻坚纵深推进D

宜丰把民生大写在发展的旗帜上，70%以上的财力用
于改善民生、共建共享。

城市更精致。坚持“精致标准、精品导向”原则，建设
高品质精致县城，加快实施“多规合一”城市编制，统筹全
国文明城、国家卫生城、城市“双修”和智慧城市、数字城市
建设，全面推进城市功能与品质三年大提升，强化城市区
域组团发展，加快形成城市发展“核”。高标准完成工业大
道、南屏瀚峰文化园、新昌公园等提升工程，高品质建成县
委党校、南屏大桥和南屏道路等重点工程。持续优化城区
路网，建成区块小循环、整体大循环的60公里环城自行车
绿道。改造棚户 3439 户，超额完成市里下达的棚改任
务。拆除违法建筑6万平方米，全面完成违法建设专项治
理任务。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列全市第一名，金领国际
示范小区入选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案例。

乡村更靓丽。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成197个新
农村建设点，改造提升 8 条国省道，打造了 320 国道(宜丰
段)和光华大道美丽示范风景线。以“4+X”模式建成 9个
秀美示范村，宋风刘家、鱼乐新桥精美呈现，七彩炎岭美丽
乡村获评中国美丽乡村百佳范例、江西十大醉美乡村、江
西省 4A级乡村旅游点。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全面铺开，拆
除违法建筑1.3万平方米、养殖场35.57万平方米。农村宅
改退出宅基地 5029 宗 24.6 万平方米，新庄镇老居自然村
率先实现“一户一宅”；绿色殡葬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三沿
六区”坟墓得到有效整治。新昌、潭山、澄塘三镇分别入选
全国十佳美丽宜居小镇、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全省首批
创新型试点乡镇。中央电视台两次走进宜丰，深度报道乡
村振兴经验。

城乡更文明。以更高要求、更严标准、更全机制推动
全民共创全国文明城、国家卫生城，片长、路长、巷长、楼长

“四长”参与城市网格化管理，文明交通、文明劝导志愿服
务常态化，好人文化蔚然成风，全国文明城创建工作位列
全省 10 个县级提名城市第一名，公共文明指数连续三年
位居全省前三、全市第一。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文明乡风
行动，举办“好家风”村落评选和寻找“书香门第”活动，创
建家风建设示范点 44 个；建立村级“四会共治”组织 367
个，经验成效在全国交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在
全国交流、全省推广，进一步擦亮“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示范县”品牌。

百姓更幸福。出台并实施社会事业发展中长期规划，
统筹推进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教育
和医疗资源配置，新建新昌七小、第二幼儿园，补充教师
203名，加快补齐教育发展短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搬迁
工程稳步推进，全面提升了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省
级创业示范基地——科技创新创业孵化园，为全民创新创
业搭建平台，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攀升。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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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宜丰城区

宜丰

宜丰坚持以优质增量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

工业扩容增效。坚持“走出去”
和“请进来”，将目光瞄准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和行业龙头企业，成立
招商小分队分赴沿海发达城市和产
业发展突出地区招商引资，先后举
办北京、深圳、香港等招商推介会，
引进了一批产业带动性强、经济效
益好、辐射效应大的项目，为产业集
群发展培育新动能，全年共引进项
目45个、资金42亿元；投入193亿元
推进 64 个重大项目，强力推进了永
兴特钢新能源、百岁山三期、齐劲材
料等项目建设；建成标准厂房 15 万
平方米，投资 25 亿元的迈丹尼高端
家居定制项目“拎包入驻”；加大产
业转型升级，7家储能制造企业投入
7000 万元完成提升改造，高效储能
产业继续靠大联强、兼并重组；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 9家，入选全省、全市
民营企业百强榜企业分别达到 5 家
和 9家，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分别增

长 130%、78%；规

上工业企业达到 136 家，高新技术
产 业 产 值 占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为
46%；“建筑装饰浮法微晶玻璃”项目
列入省“5511”重大科技专项，荣获
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创
新组一等奖。入选全省绿色低碳发
展试点县，荣获 2018 年全市开放型
经济综合先进县和“走出去”先进
县。

现代农业品质提升。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建设，围绕绿色有机农
业、富硒农业、中药材、休闲观光农
业等做文章，大力培育有机大米、油
茶、蔬菜、果业四大特色农业产业，
实现农业总产值 39 亿元；积极打造
独具宜丰特色的农业品牌，认证了
蜂蜜、有机大米、冬笋等“三品一标”
产品，仅去年就新增“三品一标”产
品11个，达到115个，绿色有机原料
基地 32.5 万亩；加快推进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力引
进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强力推动现
代农业发展，积极探索“农民+合作
社+特色农业+公司”模式。新增农
民合作社55家，达到642家；新增家

庭农场 56家，达到 191家，市
级 以 上 龙 头
企 业 达 到 25

家 。

以全国农技推广新机制新模式试点
为契机，做好农业新技术推广和普
及，打通高产田保障“最后一公里”，
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规
模化流转，建成高标准农田 3.56 万
亩，净增耕地 946 亩，新增耕地占补
平衡指标 5335 亩，排名全市第一，
成为全省第一个“上图入库”的县。
获评“中华蜜蜂之乡”和省级绿色有
机农产品示范县，国家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通过考评验收。

全域旅游和服务业升温升级。
以全域旅游为目标，通过打造板块、
串点连线，重点打造生态人文、禅宗
文化、休闲养生、农业观光等旅游板
块，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与省旅游集团正式签定天宝古城项
目开发合作协议，天宝古城建设全
面启动，禅竹文化园、九天旅游度假
区、洞山景区主体项目稳步推进，在
全省旅发大会期间将以全新面貌迎
接八方来客。立足全市“生态+大健
康”产业布局，重点发展康体旅游、
养生养老、健康食品等产业，深入推
进生态休闲康养区建设，赣西首个
医养结合型“生态+大健康”项目
——九天溪院建成营业；乡村旅游
提质升级，七彩炎岭、醉美平溪、禅
镜洞山获评省级乡村旅游点，宋风
刘家、鱼乐新桥等秀美乡村旅游点

人气渐旺。商贸消费优品兴市，
义乌·物华国际商贸城、红星美凯

龙、无人超市建成开
业，城东新商圈已然
成型。

宜春秋瑶大米等宜春秋瑶大米等““三品一标三品一标””农产品农产品

灯光璀璨的城市夜景

木耳扶贫产业种植基地木耳扶贫产业种植基地

干部绩效考核现场述职测评干部绩效考核现场述职测评

迈丹尼科技有限公司外景迈丹尼科技有限公司外景

猕猴桃特色农业产业园猕猴桃特色农业产业园

宋风刘家美丽乡村宋风刘家美丽乡村

生态警察中心环境信息化指挥平台生态警察中心环境信息化指挥平台

南屏瀚峰文化园新貌南屏瀚峰文化园新貌

美丽乡村美丽乡村 鱼乐新桥鱼乐新桥

九天药膳养生基地

百岁山矿泉水全自动生产线百岁山矿泉水全自动生产线 建设中的永兴特钢新能源标准厂房建设中的永兴特钢新能源标准厂房

宜丰县按照中央、省委

改革和发展决策部署，围绕

省委“创新引领、改革攻坚、

开放提升、绿色崛起、担当

实干、兴赣富民”工作方针，

以及宜春市委建设区域中

心城市的要求，担当实干、

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大美

生态、科技文明”新宜丰的

美丽画卷徐徐展开，获得全

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中国

最美县域、全国百佳深呼吸

小城、中国田园美邑 200 佳

等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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