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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于都县天然气长输管道启动建设。这意
味着不久的将来，这片红色热土即将通上管输天然气，
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再升级。

天然气，十几年前，江西人脑海中还是陌生词汇，近
年来，全省天然气管网供气量年均增幅达 29%，实现了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企业绿色发展，老区加速发展，服务
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然气到底有多么节能环保？科学统计，1亿立方
米天然气的热值，相当于12.143万吨标准煤；与煤相比，
1亿立方米天然气，减少排放二氧化碳43.1万吨、二氧化
硫0.48万吨、粉尘0.23万吨、氮氧化物0.12万吨。

天然气的使用，为江西能源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撑，也成为我省坚持绿色
发展的生动缩影。

2016年，江铜集团贵溪冶炼厂天然气代替现有燃料
技术改造项目主体工程结束。燃煤锅炉改为燃气锅炉
以前，工人作业要跟粉尘打交道，时刻需要戴防尘面
罩。改造之后，车间焕然一新，设备全自动运行，劳动定
员也由每班14人减少到了每班3人。

据统计，供气以来，以工业用户政府限价为基准计
算，天然气为江西和美陶瓷、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江
铜集团等大型工业企业节约用能成本约5.33亿元。

不仅是经济较发达地域，在经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
也可以看到天然气管道。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是
我省对接国家天然气长输管道的唯一投资主体，企业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天晓向记者介绍，经过700余天夜以继
日的努力，2018年11月26日，天然气井冈山支线主干线
点火成功，贯通投产，成功推动省级天然气管道向井冈山
革命老区延伸。

根据《江西省“十三五”天然气发展规划》，到 2020
年，我省长输管道天然气覆盖所有县（市、区），实现“县
县通气”目标。

起步晚，跑得快，“四统一”原则加速
天然气发展

江西是全国最晚使用长输管道天然气的省份之
一。2010 年 6 月，九江至南昌天然气管道正式建成通
气，结束了江西没有管输天然气的历史。

江西天然气发展还遭遇许多问题：用气总量偏小，且
天然气资源勘探尚未突破，虽然上游供气企业在价格上
已给予较大优惠，但是管输天然气的综合采购价还是偏
高；部分投产支线管输经营成本长期倒挂造成亏损等。

重重困难之下，我省的天然气管网建设速度和使用
量增速却十分惊人。2018年，我省供应天然气 20.91亿
立方米，较2017年增长25.47%。近年来，我省管网供气
量平均增幅达29%。

起步晚却跑得快的背后，是我省确定的“统一主体、
统一网络、统一调配、统一价格”原则及“全省一张网”模
式建设省级天然气管网，避免了天然气管网建设主体混
乱、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而且全省不论管线距离长短
均实行统一管输费价格，保证了全省天然气推广利用均
衡发展。来自省天然气集团的数据显示，企业不断下调省级天然气管道管
输价格，从 2010年的每立方米 0.5元逐步降低至目前的每立方米 0.238元，
降幅达52％。

目前，我省省级管网累计建成（含焊接完成）2019公里，投产1301公里、
输气站43座、CNG加气母站8座；全省11个设区市中心城区在内的96个县
（市、区）使用了天然气，其中 58 个县（市、区）用上了管输天然气，38 个县
（市、区）用上了LNG（液化天然气）和CNG（压缩天然气）。

气从“八方”来，江西坚持不懈开展天然气勘探
2017年的全国“气荒”，许多人还记忆犹新。天然气，作为一种全国性

资源，江西如何确保稳定的供应量？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将继续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和

中石油、中石化的沟通衔接，确保气量充足供应。积极推进“海气入赣”天
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落地，与中海油衔接洽谈沿海LNG接收站和储
气库建设运营合作事宜。启动了与浙江省省级管道互联互通的前期研究
工作，争取尽早实现省际互联，增强管道调配能力。

打破江西缺煤少水无油气的能源格局，寻找到天然气资源，是破题的
根本路径。

程四洪是江西省天然气集团所属省页岩气投资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向记者介绍，从2013年开始，公司1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对修武盆地进行
天然气勘探。虽然环境恶劣，雨季还不时出现山体滑坡、洪水等自然灾害，
但大家不放过任何一种发现天然气的可能，几乎跑遍了修武盆地 598平方
公里的每一座大山。公司还面向省内其它含油气盆地积极开展资源潜力
评价，优选了省内具备油气资源勘探潜力的区块作为下一步勘探方向。

确保安全，智能发展，不断探索天然气管理新模式
从偏远农村到城镇市区，从分输场站到施工现场，人们常看到一个个

“红衣”身影。这是江西天然气人在作业，他们在烈日骄阳或绵绵细雨中开
展管道巡线、维护设施，时刻准备着进行设备抢修。

天然气行业属于高危行业，管网点多、线长、面广，安全压力十分巨
大。在我省天然气人切实保障民生用气的默默付出下，我省自供气以来，
未出现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大面积停气事故。

如今，借助物联网技术，我省天然气又有了新“故事”。
6月 26日，新余市孔目江 1号小区开始安装物联网燃气表。物联网燃

气表能与燃气泄漏报警器进行联动，并将报警信息及时发送到数据服务中
心，通过短信平台及时提醒用户，还可支持远程报警切断，保证用气安全。
这是新余市开展的全省首批物联网燃气表的挂表工作，远程抄表、远程控
制，给居民安全用气及企业高效管理带来了便捷。

近年来，天然气发展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实现更加智能高速的运转。
目前，江西天然气集团正在建设大数据中心，实现“安全生产+智能调度+经
营管理”的深度融合。

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揭小健告诉记者：“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做大做强我省天然气产业链的指示精神，是省投资集团
成立省天然气集团的初衷。立足江西，放眼全国，我们要进一步探索江西
省天然气集团实施多元化、跨区域、产业延伸发展的思路，全力推进天然气
管网建设、天然气推广利用、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安全稳定供应等工作，为
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贡献磅礴力量。”

实施物业管理第一关：
改善基础设施，解决历史遗
留问题

此次《方案》实施试点的西湖区桃
苑二区建于上世纪 90年代，位于抚河
海关桥畔，是由商品房、南昌市政单位
房、拆迁安置还建房组成的混合型社
区。由于缺少长效管理维护，配套设
施很不完善，社区脏乱差问题突出，车
辆无序停放，存在违章建筑，下水道堵
塞，治安问题、邻里纠纷频发。像桃苑
二区这种老旧小区，由于缺乏硬件条
件，基础薄弱，即使全额收取物业费
用，也不能维持运转，因此很多物业公
司不愿介入。街道、社区只能依靠政
府补贴，承担环卫清扫保洁任务和基
础设施的基本维护，勉强维持小区的
基本运行。2017 年 3 月，西湖区政府
决定出资 8000 万元，为这个老旧小区
进行改造。改造工程总面积 42901.8
平方米，建筑面积12944.2平方米。改
造后绿化率达57.98%，停车位170个。

“社区改造后变漂亮了，但如何长
效管理，留住这份美丽，只能是引进物
业公司，在小区内实行物业管理制
度。”桃源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柱介绍。
通过上户走访调研，收集民情民意，
2018 年 3 月 26 日，经西湖区住房保障
和房产管理局批准成立业委会，在全
体业委会成员推荐下引进了南昌万保
物业有限公司为居民服务，从而拉开
了老旧小区推行“准物业”管理模式的
序幕。“物业公司入驻后，安装了摄像
头，规范小区车辆管理，增加了电动车
充电设施，方便了小区居民。”

西湖区此次出台的《方案》规定：
老旧居民区实行“‘单元门’内物业服
务、‘单元门’外公共服务，‘门内门外’

行政管理全覆盖”的管理模式。“单元
门”内的物业服务契约化，即服务内
容、服务标准、服务价格等由业主委员
会与物业服务企业或专业机构以书面
合同形式约定；可以实行综合服务，也
可选择如保洁、保安等单项或组合的

“菜单式”服务。“单元门”外的公共服
务集中化，即社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
职责和资源下沉至街道、镇、社区，如
道路保洁、绿化养护、路灯管理、公厕
管理、化粪池疏通等，由街道、镇、社区
统筹整合资源，统一履行公共服务职
责，鼓励由同一机构提供“单元门”内
服务和“单元门”公共服务，以保证公
共服务与物业服务无缝衔接。“该项举
措能减轻物业公司负担，打消物业公
司入驻之前的担忧疑虑，大胆入驻社
区提供优质服务。”西湖区政府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

实施物业管理第二关：
提升服务品质，增强居民获
得感

“自从有了物业管理，70%的居民
还是比较满意的。路灯坏了有人维
修，杂草有人定期清除，枯树枝、青苔
有人清理，卫生、治安环境也变好了，
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改善。”居民张先
生对物业公司入驻后带来的变化，赞
不绝口。

居民陈大爷激动地说：“小区今年
发生两起火灾险情，物业公司人员都
是第一个到达现场，并且进行了有效
处理，用灭火器灭火，及时通知供电部
门断电，在现场配合政府部门维持秩
序、疏导人群，极大地稳定了居民的情
绪，让大家打心底里感到踏实。”

桃源街道办事处主任龙冰表示：
“桃苑社区是区委、区政府精品社区打

造项目，改造完成后由居民自主选择
物业公司。引入物业公司后，居民切
切实实享受到了物业管理带来的便
利，但居民对缴纳物业费还有一个慢
慢接受的过程。”

老旧小区内经济状况较好的居民
希望得到全方位、高层次的服务；经济
承受能力有限的居民，物业管理消费
意识淡薄且支付能力不强，认为“管不
管无所谓”，或简单地认为物业服务就
是看门扫地。还有部分小区业主将建
筑问题与物业问题相混淆，要求物业
公司解决开发建设中遗留的问题。部
分业主以此为借口不交物业费，使物
业公司收费率降低，从而进入“收费
难、难服务”的恶性循环怪圈。

为了打破这一怪圈，鼓励物业公
司用服务赢得居民支持。《方案》中规
定了以奖代补的措施。对服务满一年
的项目开展以业主满意度、与社区配

合度、公共服务衔接度等为内容的考
核。根据考核结果和物业服务区域内
业主建筑面积，考核优秀的，给予每月
每平方米 0.3 元奖励；考核合格的，给
予每月每平方米 0.15 元奖励。同时，
允许试点项目在物业服务区域内合理
设置广告栏、广告牌，开展广告位租赁
经营、快递储存柜的场地租赁、再生资
源经营等，获得的公共收益用于项目
内的物业服务。

小区物业管理企业的工作涉及众
多政府部门，为了增强相互协调的合
力，加强综合管理和长效监督，西湖区
老旧居民区物业服务创新工作领导小
组由公安、房管、城管、民政等单位参
与，通过多部门共同发力，研究解决社
区物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有效化解
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矛盾，真正实
现老旧小区由居委会代管模式走向市
场化管理，让业主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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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头换面还得常看常新
——看西湖区老旧小区引入物业公司旧貌换新颜的实践探索

本报记者 蔡颖辉

垃圾遍地、花草枯萎、小
车乱停……这是不少老旧小
区的真实写照，为了破解老旧
小区管理难题，地方政府想过
不少办法，却因种种原因难以
持续。如何将物业管理引入
老旧小区，让居民接受付费购
买物业服务，真正做到长效管
理？南昌市西湖区政府“出
招”，于今年6月专门制定《西
湖区创新老旧居民区物业服
务模式试点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成立由多个部
门组成的老旧居民区物业服
务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从成立
业委会到引进物业管理，出台
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奖励措施，
从试点小区开始，破解老旧小
区居民的民生服务问题，让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月10日上午，一群棉凫宝宝跟着妈妈在九江市东湖湿地游弋。成年棉凫体长30厘米左右，重量在160至300克之间，被
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野鸭子。棉凫天性胆小，十分机警，平时很难近距离观察到。 本报记者 燕 平摄

最小萌鸭游东湖最小萌鸭游东湖

改造后引入物业管理的桃苑二区干净整洁，面貌一新。本报记者 蔡颖辉摄

2018年11月26日，天然气井冈山支线主干线点火成功，贯通投产。
（图片由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