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项目孕育新希望，大项目推动
大发展。

六月的昌南大地，处处涌动着发
展的热潮。在一个个重大工程和重点
项目建设工地，塔吊林立，机器轰鸣，
人声鼎沸，只见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
地而起，一条条生产线建成投产……

2021年，南昌县（小蓝经开区）深
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项目大会
战”的工作部署，研究制定了《南昌县
（小 蓝 经 开 区）“ 项 目 大 会 战 ”
（2021-2023 年）实施方案活动年方
案》，紧紧围绕“大干项目”工作主
线，全面掀起了“大抓项目、狠抓落
实”的工作热潮。

该县聚焦省、市、县重大重点项目
和省大中型项目，深入实施县区“项目
大会战”。2021年，全县共梳理出重大
重点项目239个，总投资2901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 661亿元。从这批重大重
点项目中，该县进一步筛选出 100 个
难度大、任务重的项目予以重点推进，
总投资达 173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487 亿元，预计可在 6 月份完成“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目标。

已落户项目加快推进，新项目纷
至沓来。在该县举办的 2021 年一季
度集中开工活动中，集中开工项目 55
个，总投资398.25亿元。

项目云集，非一时一日之功。每
个项目成功落地的背后，都凝聚着该

县上下真抓实干、务实重行，全力推进
项目建设的汗水和心血。这种务实高
效的作风凝结而成的优质营商环境，
成为推动这个“全国百强县”连年进位
赶超的强大动力。

简政放权“动硬招”

打造项目建设“新高地”

坐落于向塘镇的南昌传化智能公
路港项目，总规划用地 538亩，预计总
投资 20 亿元。“目前，企业发展中心、
员工宿舍楼以及智能化仓库等工程均
已顺利完工，一期主体工程已完成
80%，预计8月底全部竣工。”南昌传化
智联公路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学
成说。

传化智能公路港项目的顺利推
进，离不开政府行政审批部门的大力
支持。郭学成表示，去年 9月份，公司
准备对该项目进行施工建设，但当时
只办理下来了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及工
程规划许可证，还欠缺施工许可证。
如按照正规程序申请，至少需要3至4
个月的时间，如此一来，严重影响到项
目的施工进度，这一度让他十分焦虑。

这一幕让对接和跟踪项目落地的
向塘镇经发局干部凌德义看在了眼
里。在他的建议下，公司向县行政审
批局提交了提前施工申请。收到申请

后，县行政审批局立即启动“容缺审
批+承诺制”绿色通道，通过办理“双
容双承诺书”等手续，让企业可以直接
进入项目施工阶段，有效缩短了项目
审批时间。“政府这一举措，让我们企
业施工时间提前了近 3个月。”郭学成
笑着说。

近年来，南昌县着力打造“无事
不扰、有呼必应”的营商环境服务品
牌。早在 2017年，该县就在全省率先
挂牌成立县行政审批局。据统计，南
昌县行政审批局自成立以来，共办结
各类行政审批 14万余件，较改革前增
长 37%，按期办结率达 100%。如今，
在南昌县，85%的日办结量当场受理、
当场办结、马上办好，承诺件平均办
结时限由 10天缩短成了 3天，投资项
目审批时间平均减少 72%。同时，该
县还深入推进了“一次不跑”改革和

“减证便民”工作，累计发布“一次不
跑”事项清单 41 项、“最多跑一次”事
项清单 63项，分三批取消各类无谓证
明 150 多项，切实让企业和群众不再
因各种烦心的证明而“止步不前”“四
处奔波”。

此外，该县还不断加快推动“互联
网+政务服务”步伐，通过对电子签
名、电子印章、电子证照等的应用，让
企业开办实现全程网上审批。今年，
该县新增企业中，95%以上选择了网
上申请办理。

精准帮扶“出真招”

按下项目建设“快进键”

在济民可信南昌生物医药产业园
一期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机电调
试，为项目试投产打下基础。该产业
园于 2018年落户小蓝经开区，占地面
积 950亩，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建设
基本完工。不久前，企业因未及时申
报用电需求，外电没能按时接通，很是
着急。小蓝经开区的挂点工作人员在
了解到公司这一情况后，主动作为，靠
前服务，经过和供电公司协调后，为企
业解决了这道难题。

“开发区给予的帮助，真是及时
雨。如果外电没能及时接通，我们的
试生产计划肯定要延后，整个项目进
度也将因此受阻。”济民可信南昌生物
医药产业园项目执行经理饶建平说。

近年来，南昌县（小蓝经开区）聚
焦“项目推进、政策落实、服务企业、企
业感受”四条主线，以企业的痛点、难
点、堵点为导向，持续优化服务，促进
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效便捷服务企
业，该县（区）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坚持
领导“挂点”、干部“挂牌”、服务“挂网”
的“三挂”服务模式，做到企业服务全
覆盖，实现走企常态化、服务协同化、
问题解决及时化。同时，对重大重点
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征地拆迁、填

土平整、市政设施、审批办证等问题，
加强县区双向沟通，及时有效解决企
业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

强化调度“出实招”

啃下项目建设“硬骨头”

5月1日上午，南昌县人民政府、小
蓝经开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先后来到
迎宾大道提升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
目南段和北段，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停
车场建设、弱电迁改等有关情况，并协
调解决相关问题。“迎宾大道提升改造
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作为南昌县重大
重点项目，其建设将极大改善迎宾大道
交通基础设施，提升地铁3号线沿线道
路品质，大大缓解交通拥堵问题，进一
步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在现场，该负责
人要求各相关部门和属地乡镇要高度重
视，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加大人员和设备
投入，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日
竣工，投入使用；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积极做好项目的征地拆迁等工
作，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意识，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高质高效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

在南昌县，这种高位推动项目建设
的情景时常可见。为进一步强化督查，
压实责任，南昌县制定“项目大会战”实

施方案，针对项目推进，规定每周县
（区）责任领导要对各自分管项目上呈
报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召集相关部门进
行专项协调调度。同时，每月由县长主
持召开一次综合调度会，重点调度相关
县领导在专项调度中协调不了的问题；
每季度召开一次县（区）“项目大会战”
推进协调指挥部调度会，由县（区）主要
领导调度，听取县（区）“项目大会战”项
目推进情况，并对需要县（区）层面协调
解决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此外，该县还执行“一个项目、一
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
底”的“五个一机制”，在项目推进上明
确领导挂点联系，明确责任单位和具
体责任人，明确年度工作目标和完成
的时间节点。同时，全面梳理问题清
单，逐一销号解决，建立调度台账。“产
业项目的发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谈
及产业项目建设，南昌县委、小蓝经开
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话语坚定，“只要
真抓实干、敢想敢干，一定会有一个实
实在在的成效。”

百舸争流千帆竞，敢立潮头唱大
风。大思路、大手笔、大项目、大建设，
南昌县项目建设亮点频现，一浪高过
一浪的项目建设热潮不断在这片充满
生机的土地上涌动，一个个项目如同
一根根坚实的桩基，支撑起全县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

（胡雪萍 江 辉 李 悭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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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走进大国重器、
感受中国力量”主题线路

9.“礼赞新中国·共筑航空梦”之旅

南昌（洪都老厂区、南昌航空城、南昌军事主题公园）—
景德镇（景德镇航空小镇、江西直升机科技馆）

三、“体验美丽乡村、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线路

10.“‘红’‘绿’辉映小康路”之旅

吉安井冈山（茅坪镇神山村、大陇村）—萍乡莲花（沿背
甘祖昌干部学院）—新余仙女湖（凯光新天地旅游度假区）—
宜春万载（仙源乡）

11.“中国最美乡村”深度体验之旅

上饶婺源（篁岭、江湾、松风翠、晓起等）

12.“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扶贫
实践之旅

赣州上犹（阳明湖、园村）—赣州崇义（阳明山、上堡梯
田）—赣州大余（丫山、梅关古道）

我省推出12条“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精品线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江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认真谋划、分类梳理，推出
12 条“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其中包
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主题线路
8 条，“走进大国重器、感受中国力量”主题线
路 1 条，“体验美丽乡村、助力乡村振兴”主题

线路 3 条。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央宣传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日
前公布的“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
路”中，我省 5 条线路入选，涉及上百个红色
景点。

作为红色旅游先行者，通过积极探索和

大力推进，我省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发展的“领
跑者”，成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全
国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征程要有新
作为，江西将以打造全国红色旅游优选地为
目标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全面促进红
色旅游再提升、再发展，继续走在前列。

（文图均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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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红井革命旧址群

婺源篁岭婺源篁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一、“重温红色历史、传承奋斗精神”主题线路1.“四大摇篮”红色经典之旅

南昌（南昌八一广场、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萍乡安源（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
吉安井冈山（黄洋界景区、井冈山革命烈
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赣州瑞金
（共和国摇篮景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旧址、《浴血瑞京》红色实景演艺）

2.“井冈摇篮”之旅

吉安永新（三湾景区、贺子珍纪念
馆）—吉安井冈山（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毛泽东旧居、主
峰景区）—吉安井冈山（茅坪景区、黄洋界
景区、龙潭景区、杜鹃山景区、实景演出

《井冈山》）—吉安遂川（草林红圩特色小
镇）—吉安青原（东固景区）

3.“八一起义”之旅

南昌（南昌八一广场、南昌八一起义
纪念馆、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九江庐山（庐山博物馆、庐山仙岩饭店、庐
山会议旧址等）

4.“共和国摇篮”之旅

抚州广昌（广昌保卫战遗址公园）—
赣州石城（石城阻击战纪念园）—赣州瑞

金（共和国摇篮景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
会旧址、《浴血瑞京》红色实景演艺）—赣
州会昌（和君文旅教育小镇、风景独好
园）—赣州寻乌（寻乌调查纪念馆）

5.“秋收起义”之旅

九 江 修 水（秋 收 起 义 修 水 纪 念
馆）—宜春铜鼓（秋收起义纪念地、萧家
祠、武曲宫、奎光书院等景点）—萍乡安
源（萍乡秋收起义广场、秋收起义烈士
陵园）—萍乡莲花（莲花一枝枪纪念馆、
花塘官厅）

6.“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之旅

景德镇乐平（中共赣东北特委旧址、
方志敏旧居）—上饶横峰（葛源景区）—上
饶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上饶玉山（怀玉
山景区）

7.“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新
时代”之旅

南昌（小平小道）—鹰潭余江（余江血
防纪念馆）—九江共青城（富华山）—九江
浔阳（九八抗洪纪念广场）

8.“长征出发地·再踏新征
程”红色之旅

赣州城区（方特东方欲晓乐园、中
央苏区历史博物馆）—赣州于都（中央
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梓山镇
潭头村）—赣州瑞金（共和国摇篮景
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浴血
瑞京》红色实景演艺、叶坪黄沙村华
屋）—赣州宁都（中央苏区反“围剿”战
争纪念馆、翠微峰、小布红色小镇）—
赣州兴国（苏区干部好作风纪念园、将
军园）

南昌军事主题公园

向营商环境要生产力
——南昌县（小蓝经开区）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的背后

京东南昌向塘物流园二期建设如火如荼京东南昌向塘物流园二期建设如火如荼

夜幕下的原城纪流光溢彩夜幕下的原城纪流光溢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