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
重冲击和汛情的严峻考验，九江市坚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依靠人
民、广泛发动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
打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攻坚战，切实
维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2020
年初，疫情发生后，面对九江在全省
处于防控最前沿、形势严峻、任务艰
巨的复杂局面，该市坚决贯彻“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的总要求，快速响应、高效指挥、
有力应对。同时，组织 9500 个基层
党组织、14.6 万名党员干部冲锋在
疫情前沿，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的严密防线。该市用不到两个月时
间实现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
增病例全部清零，并且全市无死亡
病例、无医务人员感染病例、无境外

输入性确诊病例，牢牢守住了江西
“北大门”。同时，竭尽全力支援湖
北人民，先后组织 4批次 130名医护
人员驰援武汉、随州等地。全面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
防控策略，坚决守住全市不发生本
地新增病例、市内不发生扩散病例
两条底线。

全力以赴防汛抗洪抢险救灾。
2020年7月上旬，九江市连降特大暴
雨，江、湖、河、水库水位陡涨，长江水
位直逼历史极值，鄱阳湖水位超历史
极值，防汛形势异常严峻。该市在全
省率先启动防汛一级响应，集结各方
力量，压紧压实责任，以战时标准、战
时状态、战时纪律，全力打好防汛抗
洪抢险救灾攻坚战。在这场战斗中，
全市累计投入人力近百万人次，紧急
转移安置群众 20 余万人次，取得了

“不死一人、不垮坝”的决定性胜利。

九江市坚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
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对标高质量发
展要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
着力推动经济运行企稳向好、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

着力稳定经济增长。该市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有力有序全面恢复经济社会发展
秩序。2020年 2月底，239个省大中
型项目复工率达 100%；3月底，规上
工业企业全面恢复产能。同时，加大
援企稳岗、企业帮扶力度，着力畅通
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
推动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转正、
逐季攀升、稳定增长”。2020 年，预
计 GDP 增长 4.5%，财政总收入增长
0.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4%。

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该市大力
开展项目建设提速年活动、“5020”项
目攻坚年行动，“一链一策”打造十大
重点产业集群，在文化旅游、石油化
工、纺织服装产业产值达到千亿元基
础上，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产值迈
入千亿元行列。2020 年，该市新增

规上工业企业 131 家，总数近 2000
家，工业企业主板上市实现零的突
破。持续推进现代服务业提质增效，
文化旅游、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产
业发展成效显著，武宁县成功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庐山西海风景名
胜区成功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共青城基金小镇蝉联“中国最具影响
力基金小镇”。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该市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
最大的民生工程，紧扣“两不愁三保
障”及饮水安全核心指标，深入推进
脱贫攻坚“十大扶贫工程”，都昌、修
水两个贫困县实现高质量脱贫退出，
剩余的 1.49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把长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摆到
压倒性位置，成功打赢码头整治、小
化工出清、黑臭水体治理、矿山治理
复绿、排污口整治、园区生态化改造、
垃圾污水处理等硬仗，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环保问题整改在全国会议上作
典型经验介绍。空气质量创有监测
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水环境质量达到

“十三五”以来最好水平。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十
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九江
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之
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

为此，该市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主动适应新发展阶段，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
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围绕建设
江西江海直达开放门户城市、长

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国际山
水文化旅游城市，坚持系统观念，
巩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着力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着力强化科技创新支撑，
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确保“十四五”开好局。

开局关系全局，起势决定胜
势。该市以十大千亿产业集群为
重点，以产业链长制为抓手，大力
实施“工业强市提升年”活动，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
加速布局大数据、云计算、5G 商

用、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VR 等数字产业。鄱阳湖生态科
技城咬定“1155”目标(到 2022 年
入驻 100家企业、完成 100亿元投
资，达到 500亿元产值、实现 50亿
元税收)，着力打造长江中下游地
区数字产业化集聚区、产业数字
化示范区，引领带动全市数字经
济加快发展。大力培育一批“专
精特新”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力争
今年高新技术企业总数接近1000
家、独角兽和瞪羚企业突破20家。

该市按照“山上做明珠、山下
串珍珠”的要求，深化庐山管理体

制改革，力争两年内实现上市目
标，全面打响“庐山天下悠”旅游品
牌。按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
打造浔阳江、寻阳古城(寻阳古城
遗址公园)、庐山桃花源、世界垂钓
中心四大景区，加快构建“山江湖
城”联动的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金戈铁马闻征鼓，只争朝夕
启新程。九江 520万儿女正以饱
满的热情、坚定的信心、务实的作
风、昂扬的斗志，勠力同心、砥砺
前行，全面开启九江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奋力谱写新时代九
江改革发展新篇章！

全力建设江西江海直达开放门户城市、长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国际山水文

化旅游城市，赶超发展、提速进位，争创一流、走在前列——

勠力同心谋发展 砥砺奋进谱新篇九江岁末年初，九江市捷报频传：

2020年11月30日，九江市举行2020

年第三批重大工业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共有156个重大工业项目集中开

工，总投资818.6亿元。此次集中开

工的重大工业项目中，战略性新兴

产业项目 86个，总投资 557.8亿元；

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有30个，其中

投资 50亿元以上项目 1个，20亿元

以上项目14个，10亿元以上项目15

个；十大产业链项目 108个，总投资

482.4亿元。

2020年12月30日，九江港城西

港区的上港集团九江港务有限公司

集装箱码头，机声轰鸣，一派繁忙景

象……随着第60万个集装箱起吊令

的下达，该港 2020年的集装箱吞吐

量达到60万标箱，比2019年增加10

万余标箱，同比增长约 20%。九江

港集装箱吞吐量稳居长江中游港口

前三名，其增速位居长江港口前列。

今年1月6日，全国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下发《关于命名2018-2020

周期国家卫生城市（区）的决定》，九

江市榜上有名，成为国家卫生城市。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极不

平凡、极不寻常、极为不易的一年。

回望这一年，九江既有砥砺奋进、爬

坡过坎的坚韧与勇毅，又有扬帆竞

渡、寥廓江天的浩荡与豪迈。520万

九江人民团结一致，攻坚克难，打赢

了遭遇战，稳住了基本盘，踏上了小

康路，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

势头。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和防汛救灾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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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持续向好

推进改革开放走深走实

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九江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把群众安
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小事当
作大事来办，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的问题，不断增进民生
福祉。

统 筹 城 乡 人 居 环 境 改 善 。
该市扎实推进“三城同创”，成功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通过考核评估。深入实
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年行

动，推进城市生态修复、功能完
善，中心城区实施品质提升项目
318 个，完成投资 184 亿元，城市
环境明显改善。聚焦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深入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污水治
理、厕所革命和村容村貌整治提
升工作，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现场推进会在该市召开。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该市
继续保持 70%以上的财政支出

用于民生保障，去年城镇新增
就业 5.2 万人，实现困难群体就
业 4907 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
力 6.4 万人。多渠道增加住房
供给，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
程建设，新开工棚户区改造 1.18
万 套 ，不 断 满 足 群 众 住 房 需
求。加大临时救助力度，启动价
格联动机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6375万元。

全面发展社会事业。该市

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九江小学、九江
一中扩建和九龙学校、赛城湖学
校等项目加快推进，市中心城区
8 个校建项目投入使用，公办幼
儿园普惠性覆盖率达 90%，义务
教育实行随机均衡编班，“大班
额”问题有效化解。开展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新增城
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 241 个，农
村互相养老服务设施 594处。

开启九江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奋力谱写新时代九江改革发展新篇章

未署名图片由九江市委宣传部提供何深宝/文

九江市紧紧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把握正确导
向，坚持守正创新，大力加强和改进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振奋
精气神。

强化意识形态工作。该市在全省率先
建立意识形态专项检查制度，分三批次对
51 个单位进行专项检查，推动意识形态工
作落实落细。开展农村意识形态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实施“清朗”专项行动、网络直播
行业专项治理和网络恶意营销账号整治，一
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得到及时有效整改。
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政教育，进一步激发青少
年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正能量。

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该市精心组织重
大主题宣传，营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浓厚氛围，2020年 1月至 11月底，全市在中
央 主 要 媒 体 上 稿 780 篇 ( 条)，同 比 增 长
51%。围绕脱贫攻坚、“三城同创”、扫黑除
恶等重点工作，深入开展系列宣传活动，举

办各类主题新闻发布会 62场次，全面展示
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九江市消防救援支队
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

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该市出台《九
江市文明促进条例》，引导和促进文明行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
第一届九江市文明校园评选活动，组织先进
道德典型选树、慰问和帮扶活动，通报表扬
先进道德典型87人。

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和文化产业发展。
该市精心组织文化活动，成功举办庐山国际
爱情电影周，着力开展系列文化亲民惠民
活动。健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市建成“五个”标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 2059个。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推
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全新设计庐山、庐山
西海、长江鄱阳湖、浔阳城串联精品文化旅
游线路，大力培育“跟着国学游九江、跟着诗
词游庐山、跟着历代名人游九江”等系列文
化品牌。

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充分激发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九江打造长江最美岸线九江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李学华李学华摄摄

九江石化去年上缴税费超百亿元九江综合保税区九江综合保税区 黄安黄安摄摄

如诗如画的庐山西海如诗如画的庐山西海

瑞晟光电生产车间瑞晟光电生产车间 魏东升魏东升摄摄

九江红光国际集装箱码头建成运营九江红光国际集装箱码头建成运营

九江扶贫产业基地九江扶贫产业基地 晨晖农场晨晖农场 傅建斌傅建斌摄摄

鄱阳湖九江水域成候鸟乐园鄱阳湖九江水域成候鸟乐园 傅建斌傅建斌摄摄

九江市持续推进改革攻坚、开放提升，以更深层
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强
大动力。

坚定推进改革攻坚。该市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
导，先后召开市委深改委会议3次，审议通过改革事
项 12项，推进 28项国家级和省级改革试点任务、48
项市级重点改革任务全面落地。成立市行政审批
局，推动“赣服通”县级分厅实现全覆盖，获得全省设
区市营商环境评价“企业评”第一名。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该市大力推进区域航运中
心建设，国家综保区、航运交易中心、红光国际港等建
成运营，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成功获批，进口肉

类指定口岸首柜通关。坚持以“直航”促“三同”，稳定
运行九江至上海航线“天天班”，全市船舶运力总量跃
居全省第一，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5亿吨、增长
0.7%；集装箱突破61万标箱，增长17.1%。引进省外
2000万元以上项目546个，内资、外资总量和增幅继
续保持全省第一方阵。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该市大力推进科创载体建
设，提升“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一县一园”等科创
园区建设运营水平，新增省级科创平台 17家，新型
研发机构总数达40多家。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新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23家，总数达到 710家，进入全
省第一方阵，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达606家。

冬日的庐山如琴湖冬日的庐山如琴湖

美丽九江美丽九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