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千多年前，王安石出生于这里
的府衙内，并度过了童年时代；府衙遗
迹大观楼上悬挂的牌匾“临江府”为解
缙手书；苏东坡在这里的街巷留下了
醉酒的传说。临江，一座文明璀璨的
千年古府，历经军、路、府、道的建制变
迁，留下了众多才子学士的人文足迹，
彼时，“四海宾客行慢慢，吴商蜀贾走
骎骎”，明代曾为全国三十三个课税重
镇之一，比肩应天府京城，盛时“城内
三万户，城外八千烟”，是赣中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

临江地处赣江之滨、袁水河畔，位
于樟树市腹地，留存的古镇核心区达
到 1.46平方公里，镇域户籍人口 6万，
常住人口 10万。近年来，该镇以全国
建制镇示范试点和经济发达镇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为契机，紧紧围绕建设“经
济贸易中心、文化服务中心、旅游集散
中心”，团结带领全镇干部群众，真抓
实干、攻坚克难。

科学谋划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临江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发展
是第一要务，以重点项目为引领，以文
化旅游、工业发展、乡村振兴为抓手，
充分利用独特的区位、地理、资源和交
通优势，近三年，财政收入每年以 25%
的速度递增，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跨
越式发展，先后获得全国重点镇、全国
建制镇示范试点镇、全国千强镇、全国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镇、全
国历史文化名镇、中部地区乡镇综合
竞争力百强镇等荣誉。

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近年来，
该镇以4A景区的标准，逐步推进府前
街、民主街、县前街三条核心街道的历
史文化街区建设。引进江西古府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投资 8000万元打造了
樟树市首家室内研学基地；还吸引投

资修复了万寿宫、清江户局、吟香书
屋、师姑井等古迹，还有多个项目已达
成协议，总投资金额 3.8 亿元。如今，
穿行于古镇古巷的游客，每年近 10万
人次。2019 年春节，临江乡村文化旅
游节在央视《新闻直播间》播放，“游临
江古府”也成为樟树市对外宣传的又
一张名片。

大力发展工业。临江辖区内有常
住人口近 10 万，经济辐射人口近 20
万，为临江工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优质
人力资源，已形成陶瓷、电子、服装、食
品四大支柱产业。为了将分散在居民
区的电子厂统一进园规范管理，樟树
市城投公司投资 1.5 亿元建设了一个
占地20亩的电子信息产业园。

加快乡村振兴。投入 600 余万元
打造的姜璜中心村，为樟树市党建“三
化”示范点；2018年至 2020年，共投资
3030 万元打造 114 个新农村示范点；
2019 年，引进三佳公司投资 800 万元
在窑湾打造 300 亩果蔬基地，为扶贫
项目示范点；投入 5000万元打造清宜
线 1800 余亩花卉苗木观光线；投入
8000 万元打造临江商贸旅游街，入选
全省商贸特色小镇。

深化改革
持续释放制度红利

2018 年，临江镇被列入全国经济
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范围。该镇
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通过扩
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敢于创新，积极
探索，临江镇发展活力更足、动力更
强、魅力更大。

按照“小政府、大服务”思路，该镇
积极营造便捷舒畅的政务环境，将行
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全部纳入便民
服务中心办理，整合设置综合类服务
窗口 16个。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优
化审批服务流程，并对程序复杂的 18
项权限，逐项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
推行“一章管所有”和前台受理、后台
审批、统一出件模式，提升行政服务效
率。赋权后，窗口每年办件数达 7640
件，较以往增长 40%，办结时限普遍缩

短至半天。
“土地规划许可、用地许

可、预售许可镇里就可以审批。以
前，要去市里跑多个职能部门，没个
一年半载恐怕办不好。”项目负责人
黄季雨对临江镇改革后的审批效率
感触很深。

以人为本
民生事业扎实推进

临江镇党委、政府始终将保障和
改善民生放在突出的位置，积极争取
政策倾斜，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在
改善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和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初步
统计，近三年共引进或投入资金超 6
亿元。如投资 900多万元在集镇周边
新建三座污水处理站，日污水处理能
力达到 2000 吨；投资 700 万元建设集
镇中心幼儿园；投入 3700万元建设临
江防洪堤坝工程项目，投资 1.35 亿元
建设集商业、住宅与商贸为一体的鼎
鑫·新时代广场等，大大改善了群众生
产生活环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进一步增强。

为改善居民住房条件，该镇积极
争取国家债券融资，投入近 4000万元
对河下街进行棚户区改造。濒临袁河
的河下街，曾经是居民集中之地，随着

水 运 的 衰
落，变成了冷寂之
所，留守的居民都住在
老旧房屋里，这里成了棚户
区。怀抱孙子的敖文华年过半
百，30年前嫁到这里，当时住的是什么
模样现在仍是什么模样。

离河下街不远处，一个叫正德华
城的安置小区正在加紧建设。“小区去
年 10 月动工，现在已经封顶，年内可
以建成。我们按照先建后拆的原则，
推动棚户区改造。”临江镇党委书记傅
凌云介绍说。

在全市乃至全省，棚户区改造落
到乡镇微乎其微，而临江镇赶上了棚
户区改造的“末班车”。不出半年，敖文
华和她的街坊们，就可以住上新房了。

实干托起梦想，奋斗铸就辉煌。
步入新时代新征程，临江镇将始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齐心协力、开拓进
取，确保“十四五”良好开局，以优异成
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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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府 醉美

罗卫彬 刘文倩/文
（本文图片由临江镇人民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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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项目建设，增添
发展新动能

日前，笔者走进位于万埠镇的江
西建工现代产业园，偌大的园区只有
十几个工人在作业，企业有关负责人
解释道：“这里有别于一般的建筑企
业，机械化、智能化程度高，生产线上
不需要很多工人。”

据悉，江西建工现代产业园 2019
年由万埠镇人民政府引进，按照“一中
心（供应链金融服务中心）和四基地
（装配式建筑 PC 生产研发基地、建筑
新型材料生产研发基地、综合租赁基
地、钢结构生产研发基地等）”总体规
划，三年内总投资将突破 51 亿元、年
利润超 5 亿元，五年内年销售收入有
望超200亿元。

在万埠镇，不仅有“江西建工”“晶
安高科”这样的大项目，也有皇菊种
植、龙虾养殖、稻蛙混养、瓜蒌基地、果
园基地这样遍地开花的农旅融合产
业。目前，该镇正积极推进梓源民国
村开发建设，引进现代观光休闲农业

综合体项目。村村产业竞相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全镇形成了以桃花片区
乡村旅游业、大团前片区特色养殖业、
青湖片区蔬菜种植业为主的功能区。
2020 年，举办了安义县首届螃蟹旅游
文化节。

“成绩来之不易，聚力方能前行。”
万埠镇党委书记胡晓波说：“这一切都
是党建引领发挥出来的无穷力量。”近
年来，该镇围绕开放招商、强化项目带
动，从镇、村选派优秀党员干部投身主
战场、争当排头兵。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万埠
镇广大党员干部靠前服务、靠前排查，
有力推动了当地防疫安全和复工复
产。在当地，无论是防疫一线、扶贫一
线、项目建设一线，还是抗洪抢险一
线，党旗始终高高飘扬。

党建+社会治理，切实
增强居民幸福感

“每天吃两餐，每餐 2 元，村里的
路又修得平整，我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走路来这里吃饭……”在万埠镇
枧溪村颐养之家，78 岁老人胡正得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枧溪颐养之家是第一批“党建+农
村互助养老服务”省级示范点，建筑面
积 2400平方米，整合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健身休闲、便民服务等功能。2018
年10月，枧溪幸福大食堂正式开放，目
前有47名老人在此用餐，当地年满70
周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在此用餐。

初夏时节，漫步在万埠镇罗山村，
映入眼帘的是清澈的小溪和整洁的公
园，家家户户门前的花圃小径、鸡鸭圈
养流露出村居生活的怡然自得。村民
陈大亮说，开展“厕所革命”以来，村里

试点新的污水处理技术，净化处理后
的水可直接用于农田日常浇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截至目前，
全镇 16 个行政村实现颐养之家建设
全覆盖、污水治理终端运行全覆盖、医
养结合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全覆
盖，投资 200余万元新建青湖卫生院，
投入使用自然村公厕 85 座。打造了
美丽生态文明示范路万前公路，四通
八达的“四好农村路”成为万埠百姓的
致富路，党群连心桥——郭团大桥正
在建设中。2020 年，全镇建档立卡贫
困户357户938人实现全部脱贫，南昌

“市域治理现代化建设”现场会在万埠
召开，镇人大主席团连续三年获得县

双联工作先进单位……通过全力补齐
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打赢脱
贫攻坚战，营造了风清气正的社会环
境，万埠镇党委政府交出了群众满意
的民生答卷。

如今的万埠，山更绿了，水更清
了，环境更美了，百姓的笑容更灿烂了。

“三化六好”抓党建基层
堡垒提质增效

春暮夏始，万埠镇下庄村近千亩
衔接成片的瓜蒌种植基地和果园基地
新绿茂盛，随风摇曳，村党群服务中心
明亮整洁，党旗猎猎。近年来，下庄村
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建
队伍、筑堡垒，坚持党建引领村民致
富，形成了党建强、产业兴的良好局
面，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30万元。

下庄村的喜人成绩是万埠镇党建
固本强基的缩影。近年来，该镇全面
落实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责任现
场办公制，帮助解决基层党建“难点”

“痛点”，始终将“三化六好”建设作为全
镇基层党建的“一号工程”，投入基层党
建工作经费 790万元用于基层阵地标
准化建设、党建项目打造，推动全镇16
个村“三化”建设全部完成县级验收。

大力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
全覆盖，全镇 16个村均完成基层资源
阵地整合工作，树立了万坪枧溪、桃一
毛家两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点，打
造了集镇“党建+三风”文化长廊。

积极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

道，选派10名第一书记和28名驻村工
作队员，完成了34户55人贫困户的脱
贫任务，并对多个非贫困村共投入扶
贫项目资金 102 万元，实现集体有产
业、村民增收入。

时代所向，使命担当。迈入“十四
五”开局之年，万埠镇正以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为目标，开创发展新境界，为全
力推动安义县“一城五区”建设，迈好

“小县要有大作为”的坚实步伐贡献万
埠力量，谱写“多彩万埠”新篇章。

（刘丽莎/文 万子宣/图）

党旗飘扬别样红
——安义县万埠镇创新“党建+”模式引领高质量发展

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近年来，享有“五乡码头”之称
的安义县万埠镇硕果累累：成功引进全县唯一一个51亿元的工业重大
项目，实现全镇行政村主干道提升改造全覆盖、105个自然村新农村建设
全覆盖，连续三年荣获南昌市“信访三无乡镇”，连续三年代表安义县接
受省脱贫攻坚成效考核……

近年来，万埠镇创新推行“党建+”模式，将党建与项目攻坚、精准扶
贫、社会治理等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
让“党建+”枝繁叶茂，奋力书写万埠镇新时代精彩答卷。

万埠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万埠镇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京京有味”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在万埠镇枧溪村开展，宣讲党的
理论，表演京剧曲目

安义县万埠镇螃蟹文化旅游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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