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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宣风大美宣风 ““醉醉””美画卷美画卷
——芦溪县宣风镇高质量发展侧记芦溪县宣风镇高质量发展侧记

闯关夺隘拓新局，正是扬帆搏浪
时。立足新发展阶段，宣风镇牢牢把握
经济建设这个大棋盘，招商引资、项目
建设、营商环境等“抓手”一一稳步落
子，镇域经济实现“四个有”——

经济指标有增长。2020年，该镇完
成财政总收入1.53亿元，较2019年增长
1171 万元，增幅 21.86%。截至目前，该
镇有规上工业企业 16 家，3000 万元以

上纳税大户 1家，1000万元以上纳税大
户2家，100万元以上纳税企业11家，珠
亭工业小区年总税收达1300余万元。

招商引资有成效。该镇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的理念，深入实施工业强镇战
略，围绕芦溪县建设“世界电瓷之都”目
标，紧盯电瓷电气、电子信息、先进装备
制造、高新材料、汽车及零配件等主导
产业招大引强。去年以来，该镇接待客
商 120 批共 500 余人，正式签约毅磁电
子、华鑫电力、新新电瓷附件、萍宣再生
资源、汉圣新型材料、陕西森源、万宏电
气等项目15个。

项目建设有速度。深入开展“项目
建设提升年”活动，毅磁电子、新新电瓷
附件、萍宣再生资源、龙鼎水泥制品等
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投产，德凯车
灯、华鑫电力、万宏电气等项目相继投

产。投入300余万元大力提升珠亭工业
小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强园区综合
配套和项目承载能力。

营商环境有变化。该镇多形式、多
渠道及时向企业发布信息、宣传解读，
引导企业充分享受政策红利，落实兑现
各项奖励机制，2020年为本地建成投产
企业办理“财园信贷通”贷款 4000 余万
元，帮助企业招工500余人次，征收工业
用地180余亩，解决企业与地方纠纷10余
起，扶持广宣鞋业、武功建材、德凯汽车等
企业不断做大做强，为企业提供“妈妈式”
服务。深入开展“入企走访连心”活动，严
格落实镇领导挂点联系帮扶企业制度，每
月走访企业不少于1次，每年定期召开银
企座谈会，及时收集信息，解决问题，积极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务，为企
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实力宣风迈出新步伐

农旅融合提质增效 创新宣风汇聚新动能
走进宣风镇凤栖小镇，初夏暖风和

煦，不仅能感受“树上旅店”的惬意，还
能体验到湖畔沙滩的热辣……在这里，
处处都能感悟到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现代农业不断提质。去年以来该
镇建成高标准农田1000余亩，新建蔬菜
大棚 200 余亩，完善提升现代农业示范
区。抓好热带水果、有机蔬菜、中药材、
富硒稻米、生态绿茶五大农业产业发
展，新打造京口 200 亩花卉基地、盘甜
200亩果业基地、竹垣100亩石斛基地三
个农业产业基地。现有省级农业龙头

企业 3家、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8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90余家。

花卉苗木产业不断升级。该镇花
卉苗木种植已有 20 余年历史，近年来
不断擦亮“中国花木之乡”金字招牌，现
有花卉苗木种植面积约 4.5 万亩，花卉
苗木企业 32 家，累计综合收入达 6.5 亿
元，业务辐射贵州、广东、湖南、浙江等
省及周边城市，逐步形成了集培育种
植、设计施工、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综合
性产业。

农旅融合水平不断提升。该镇持

之以恒推进农旅融合，不断提升“农业+
旅游”建设水平，目前，已建成凤栖小
镇、仙凤三宝园、时光漫步休闲园、凤栖
民俗文化创业创艺园、小洞天茶博园等
旅游项目；打造了里山石龙江、马塘村
枫梓城古村落徒步旅游线路。枫梓城
入选第一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单，竹垣村
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成功举办
2020 凤栖小镇首届花卉园艺博览会暨

“杜鹃花节”，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仙凤三
宝园今年已接待游客42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3000余万元。

正如省委主要领导乘坐高铁路过
芦溪，称赞芦溪风景如画一样，走进宣
风镇，白墙红瓦，旅游风情街民居别具
古风，明亮的路灯有序分布在大街小
巷、乡间小道……该镇以芦溪县建设更
高水平文明城市为契机，坚持把品质提
升作为第一追求，建管并重、强力整治、
长效管理，整体面貌呈现“三个变”——

垃圾变少了。该镇在“治脏、治乱、
治违、治污、治本”上下“硬”功夫，农村
生产生活垃圾全面实现无害化处理。
该镇配备压缩式垃圾清运车 2 辆、其他
清运车 25 辆、垃圾桶 300 个，聘任农村
专职保洁员 36 人，垃圾收集实现全覆

盖。今年以来，该镇结合“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将文明城市创建引向
更高水平，重点抓好乱停乱放、占道经
营、环境卫生、网线整治、文明出行、志
愿服务等工作，清理牛皮癣、小广告100
余处，清运建筑垃圾 50 余吨，拆除违规
建筑13处共1500余平方米。

农村变美了。围绕 320 国道沿线、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和凤栖小镇，投
入 600余万元完成 320国道宣风段绿化
整治提升，集中打造吐霞村、虹桥村、京
口村、珠亭村、栗湾村等美丽乡村示范
村庄，吐霞村获评第一批省级乡村森林
公园，栗湾村获评省“绿色社区 美丽家

园”创建活动示范社区。
居住条件变好了。基础设施更加

完善，先后建成宣风步行街、凤栖小镇
客运站、集镇雨污分流、农村污水终端
处理设施等，提升改造宣风农贸市场，
新改建农户三格式无害化卫生厕所
1366 户。交通路网更加完善，建成“两
横三纵”，抓好农村公路建设，累计完成
升级改造 500 余公里，完成危桥改造 6
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依托网格化管
理，严查露天焚烧秸秆、垃圾行为；严管
扬尘企业；落实“河长制”，确保袁河杨
村国控断面水质达标；抓好“林长制”，
森林覆盖率达82.7%。

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宜居宣风描绘新画卷

幸福不幸福，百姓说了算。宣风镇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第一目标，加大投
入、统筹兼顾、优先保障，民生工程体现

“三个度”——
民生事业有广度。教育事业优先发

展，先后投资近5000万元完成镇中学主
教学楼、中学运动场、镇中心学校综合
楼、镇中心幼儿园、竹垣幼儿园等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宣风镇中心学校获评“全国
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全国青少年人
工智能活动特色单位”“省级语言文字规
范化示范校”。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深入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全民爱卫意
识。文化事业有序发展，有序推进第四
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
作，完善改造镇文化站，建成14个村（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为民解困有温度。紧盯“两不愁三
保障”精准施策，13 个村饮用水监测均
达标，142 名贫困群众通过公益性岗位
实现就业，现有扶贫车间2个，近年来吸
收贫困劳动力 30 余人，光伏发电、农产
品种植加工等扶贫项目为贫困群众户

均增收 500 余元，使 470 户 1271 人贫困
群众先后实现脱贫。实现城乡低保动
态管理，今年重新评定城乡低保户 699
户，共发放城乡低保金 250 余万元、特
困金 140余万元，医保参保率达 99%，社
保参保率达 80%。全面推进农村居家
养老服务，建成颐养之家 2 家，幸福食
堂10家。

维护稳定有深度。投入近120余万
元建设完善镇、村两级“综治中心”，推
出栗湾综治中心平台，珠亭村获评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累计成功调处各类
矛盾纠纷1100余起，积极化解重点疑难
信访积案 20 余件，进一步擦亮“杨斌圣
群众工作室”“老绍之家”“绍宁夜谈”等
阵地品牌，宣风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获评
全国“大排查 早调查 护稳定 迎国庆”
先进单位，阳昌绍获评全国劳动模范，
方绍宁获评省劳动模范。同时，科学有
效地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全力抓好
疫苗接种工作。截至目前，该镇无一起
确诊病例，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幸福宣风取得新进步

春去夏犹清。初夏时节的芦

溪县宣风镇，碧空万里、云霞满天，

花草凝香、鱼戏莲叶，好一幅令人

沉醉的美丽画卷。

宣风镇，古称“仙凤”，以“仙界

风景胜地，凤凰择栖之所”而得名，

素有萍乡东大门之称，交通便利，

320 国道、浙赣铁路复线、沪昆高

铁、芦万武旅游公路穿越境内，毗

邻武功山、明月山景区。该镇国土

面积 99.6 平方公里，总人口 3.8 万

人，耕地面积 3 万亩，森林覆盖率

高达82.7%，花卉苗木种植面积4.5
万亩，是闻名遐迩的“中国花木之

乡”，2021年4月该镇获评“江西魅

力乡镇二十强”。

绵绵用力绘蓝图，久久为功筑

梦想。近年来，宣风镇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决落实芦溪县委、县政府

“三个不变、六个重点”战略部署，

围绕建设凤栖特色小镇、农旅融

合示范镇的发展定位，紧扣绿色发

展、转型升级工作主线，做到三个

坚持（坚持“作示范、勇争先、走前

列、当标杆”发展理念；坚持“工业

强镇、农业兴镇、旅游活镇”发展战

略；坚持以创建凤栖小镇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主抓手），统筹推进

六大工程（工业招大引强工程、乡

村振兴工程、城镇品质与功能提

升工程、三大攻坚战巩固提升工

程、民生民享改善工程、廉洁萍乡

建设工程），全力打造五个示范区

（凤栖小镇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乡村

振兴先行示范区、电力电气产业

聚集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示范区），推动宣风经济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实力、创

新、宜居、幸福”新宣风。

高铁沿线房相改造高铁沿线房相改造

吐霞村风光吐霞村风光

宣风镇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

宣风镇中心学校宣风镇中心学校

凤栖小镇

党建引领走深走实

严实宣风实现新提升

党建是第一要务，该镇坚持把政治建设作为统领，进一步
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固本强基、从严治党、凝聚力量，党的建设持续走深
走实。

理论武装入脑入心。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喜迎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抓严“三会一课”、落实主题党
日活动，今年以来，该镇大力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开展志愿服务120次，服务群众达1500余人次。

基层党建多点开花。完成14个村（社区）“三化”建设，高
标准建成 14个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的“党群服务中心”，打造
栗湾示范点。15个村（社区）均实现书记、主任一肩挑及党组
织书记“两升一降”目标，实现35岁以下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人员进村（社区）两委班子全覆盖。深入挖掘本地红色资
源，大力推进沂源村、盘田村红色名村建设，深挖红色资源，擦
亮“红色名村”党建品牌。

廉洁萍乡纵深推进。标准化、规范化推进村级廉洁平
台建设，打造宣风虹桥廉洁文化百米宣传长廊、珠亭廉洁文
化教育基地。充分发挥村廉洁平台作用，加大村级“三小”监
管运行，实行报备报账有机衔接。深入开展廉政警示教育，严
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四风”问题不放松，2020 年
办结案4件。

千帆竞发春潮涌，百舸争流正逢时。拥抱新时代，阔步新
征程，大美宣风，正铿锵前行。

柯凌云 黄海燕/文（图片由芦溪县宣风镇提供）

仙凤三宝园仙凤三宝园

在安源纪念馆重温革命事迹在安源纪念馆重温革命事迹，，
传承红色精神传承红色精神

凤栖小镇风情街凤栖小镇风情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