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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实干——造福浔城百姓

激荡红色力量激荡红色力量 唱响幸福之歌唱响幸福之歌
——浔阳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浔阳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以优异成绩向建党以优异成绩向建党 100100 周年献礼周年献礼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火红浔阳火红浔阳，，花香袭花香袭

人人，，绿意勃发绿意勃发。。徜徉在百年老街大中路徜徉在百年老街大中路，，感受着岁月里流淌感受着岁月里流淌的繁华的繁华，，

一段段鲜活的历史与商业时尚相碰撞一段段鲜活的历史与商业时尚相碰撞，，一处处红色遗迹中一处处红色遗迹中，，是追求是追求

真理和光明的奋斗历程真理和光明的奋斗历程。。如果说如果说，，厚重厚重、、古典古典、、优雅是九江市浔阳区优雅是九江市浔阳区

的一面的一面，，那么生机那么生机、、活力活力、、热情就是她的另一面热情就是她的另一面。。高楼拔地而起高楼拔地而起，，科科

技园区里思想的火花碰撞技园区里思想的火花碰撞；；游园繁花似锦游园繁花似锦，，老旧小区焕发新生老旧小区焕发新生，，百姓百姓

生活蒸蒸日上……如今生活蒸蒸日上……如今，，勤劳朴实的浔阳儿女勤劳朴实的浔阳儿女，，奋力拼搏前行奋力拼搏前行，，传承传承

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以党建为引领书写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党建为引领书写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以优异成绩庆

祝建党祝建党 100100周年周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必须夯
实基层。”近年来，浔阳区全面落实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把城市基层党
建作为“一把手”工程，创新探索“组织
一体化、服务多元化、治理网格化、配套
标准化、队伍专业化”的城市基层党建

“五化”工程，大力推进基层党建标准
化、规范化、信息化“三化”建设，压实责
任、建强基础、补齐短板、创新品牌，统
筹抓好各领域党建工作，着力提高城市
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为夯实基层基础，该区招聘社区专
职工作者 324 名，升级改造社区办公用
房 68 个，实现 80 个社区（村）“一站式”
党群服务中心全覆盖，依托中心打造

“15 分钟便民服务圈”，让群众生活更
便利、办事更舒心；圆满完成第十、十一
届社区（村）“两委”换届，选优配强社区
（村）“两委”班子，整顿软弱涣散社区
（村）党组织 30个。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
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
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
格。”一曲《不忘初心》在浔阳江畔的水
波中回荡；一群老兵在红色宣讲上讲述
着动人的故事；一次学习研讨在人们心

中激起信仰的火花；党员干部深入一
线，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浔阳区
充分在深学细悟、营造氛围、学用结合
上下功夫，利用红色资源、创新学习形
式、丰富内容载体，确保党史学习教育
在浔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党的故事浩瀚如海，今天的故事是
《九江甘棠湖小船会议》。”在浔阳区甘
棠湖边，市民们津津有味地听本土说书
人桑家庆用九江方言讲述党史故事，这
是浔阳区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剪影。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浔阳区创新宣讲形式，运用“板
凳课堂”，将党史宣讲课堂从室内搬到
室外，使宣讲不再受时间、地点、人数的
限制；鼓励党员干部“全员讲、创新讲、
精准讲”，通过“身边人讲述身边事、身
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宣讲更沾泥味、更
接地气。

“童言童语”话党史，红领巾心向
党。走进浔阳区湖滨小学“初心之光”讲
演堂，百余幅“建党100周年主题征文、绘
画比赛”作品便映入眼帘，这里定期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四有’新人”主题
演讲等系列活动，引导广大师生知党史、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在浔阳区，旧

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文物史料成为
党史“教材”，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
师”。全区广泛开展的主题党日活动，以
及丰富的红色资源，不断激励着广大党
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九
江抗洪广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都
成了人气爆棚的红色“打卡点”。

牢记“初心使命”，永葆“为民之
情”。浔阳区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牢牢把
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基本原
则，目前梳理出区级“我为群众办实事”
第一批任务清单 100项。党员干部深入
一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没想到你们这么快
就上门来了。”在浔阳区人民路街道山
川岭社区 83岁残疾人罗时玉的家里，庐
南派出所片警张文瑞正在为她办理户口
本更换手续。足不出户就能更换户口
本，让特殊群体倍感温暖。同时，该区
着力解决贫困学生实际困难，为 54名困
难儿童点亮微心愿；完成花果园、浔安
小区等保障性住房办证等工作；开展党
员干部志愿服务、党员示范岗创建等活
动，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群众解决就
业、教育、养老、医疗、住房等问题，不断
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党建凝心——汇聚奋进力量

“南开六道，途道五岭，北守长江，运行岷
汉，来商纳贾”。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
自然人文资源，浔阳自古以来就是商贾通衢之
地。“我们的项目在浔阳落地开花，浔阳区在政
策方面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尤其值得说的
是这‘浔阳速度’，可以说办事十分高效，服务
也非常贴心。”江西省文旅集团公司张文龙感
激地说。如今，总投资35亿元的九江新旅文化
旅游城项目，已经在浔阳这块热土上绽放出新
的芳华。新项目不断落地，新动能不断积蓄，
新业态蓬勃发展，一曲撼人心魄的高质量发展
乐章正在浔阳奏响。

做优做强产业链的“浔阳方案”，全面实施
产业链链长制，产业更新加速推进，产业结
构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量质齐升，
规上服务业企业数量达74家，主营
业务收入位居全市前列，获批全
市唯一的“全省首批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区”，联盛集团进
入全省民营企业服务业 20
强。楼宇经济加速发展，全
区楼宇企业达 600多家，其
中，中瀚商务楼宇税收在全
市率先突破 1 亿元；津晶城
科技园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792创意园和中瀚商务楼宇
获批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九江（颐
高）互联网创业中心等五大双创平台品牌效益
日益凸显。

“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
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浔阳区现
代物流经济蓬勃发展，有省级物流龙头企业 2
家，大型物流产业园、批发市场、仓储物流园 5
家，年均交易总额突破160亿元；九江进口肉类
指定监管场地投入运营，结束了全省不能直接
进口肉类的历史；城东现代商贸物流“一个园
区、四个基地”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工业经济
转型发展成效显著，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长

8%，工业利税年均增长 23.6%；
全力服务千亿石化产业集

群发展，成功申报省
级石化产业园；加快

传统工业产业优
化升级，打造“五
化”园区，园区
承载力进一步
提升。钒宇新
材料和龙开河
集 团 在“ 新 三
板”成功挂牌。

“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守初心、担使命
的重要体现。”浔阳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成
机构改革、“多证合一”、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
改革，扎实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试点，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该区完成“赣服通”3.0升级，启动

“赣政通”平台，推行“移动办、掌上办”，不断提
高区级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理可办率；完成门
户网站升级改造集约化建设；率先同湖北黄梅
签订“跨省通办”协议，32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两地通办；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改
革，区级首批 80项审批服务执法权限下放；累
计公布“一次不跑”“只跑一次”事项 547项，最
大限度便企利民；成立非公企业维权服务中
心，上线运行“浔政问策导航器”“浔阳政商
通”，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推行“互联网+监管”、
包容审慎监管新模式，列出“三张清单”事项
187条。

栽好梧桐树，自有凤来栖。浔阳区持续深
化“降成本、优环境”行动，累计发放“财园信贷
通”贷款近 15 亿元，累计新增个体工商户
16174户、内资企业 7581户、注册资本 316.8亿
元；扩大对外开放，累计引进区外资金 408 亿
元，年均增长 8%，其中 2000 万元以上项目 70
个、亿元以上项目60个、“5020”项目1个；创新
开展“飞地招商”，因地制宜向兄弟县区推介项

目 26个；深入实施外埠商会“3+X”战略，商会
平台从无到有，达到 6家；强化创新驱动，设立
4000 万元科技发展基金、新经济产业引导基
金，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全社会研发投入
稳 步 提 高 ，总 量 达 0.97 亿 元 ，年 均 增 幅 达
211.87%；高新技术企业由 2家增长至 28家，累
计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49家，新增知识产权专
利申请 1937件、专利授权 995件，中铁九桥被
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截至“十三五”期末，全区经济总量达
350.07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88.13亿
元，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8.3%，人均GDP突
破1万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地区）水平，主
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全市第一方阵；外贸出口
总额达 2.45亿美元，较 2016年增长 79%；利用
外资 1.22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40%，获评
2017-2019年全省利用外资先进县区。

发展聚力——激活城市经济

浓墨重彩绘蓝图，浔阳明珠拂新风。当清晨的第
一缕曙光穿过层层雾霭，照亮浔阳大地，它似巨大的
璞玉剥离砂砾，显露出晶莹剔透的本色。一条条笔直
的道路，一幢幢楼房矗立，连成了一幅绚丽多姿的美
妙画卷，也延续着一部五彩斑斓的城市建设编年史。

漫漫棚改路，铿锵奋楫进。浔阳区创新“党建+棚
改”，把党支部建在项目上，一句句朴实的语言，一群
群穿梭的背影，党员干部们饱含为民情怀，书写浔阳
棚改温暖篇章。“原先房子旧，条件差，如今电梯房宽
敞舒服，日子舒适多了。”搬进环境优美、设施齐全的
新小区，棚改拆迁安置户余光华开心地说道。近年
来，浔阳区抢抓国家政策机遇，深入推进棚改、旧改
等城市更新工作，完成黄土坡、啤酒厂、绿豆湾等 41
个、共127万平方米的征收拆迁工作，大中路西段项目
征收跑出百日千户的“浔阳速度”；建成战备路、北司家
园、琵琶亭等 9个、共 85万平方米的安置小区，完成孔
家洼安置小区、曹家山公租房、莲花池安置小区等7199
户、共 74万平方米的安置房分房还房工作；全面接续
完成中心城区十大片区旧城改造提升，实现 8万余棚
户区居民的安居梦。

华灯初上，穿行在街道向晚，霓虹闪烁之中，总能
看到公园里人们踩着欢快的节奏翩翩起舞，每个角落
都诠释着浔阳独特的人文风情，向你描述着幸福的模
样。“漫步在灯火通明的湖滨小区北区，感觉就像行进
在美丽的公园中。”居民伍买牛写了一篇散文，感谢湖
滨小区改造的建设者们。他们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创
新“五个三”浔阳模式，把握三个前提，让改造精准施
策；突出三个重点，让改造稳步推进；抓住三个关键，
让改造提质提效；做好三个结合，让改造成果延续；确
保三个贯穿始终，让改造民心所向。湖滨小区改造得
到国家住建部门高度认可。自此，浔阳区全面拉开老
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序幕，累计投资 6亿元对东盟林业
等 31个老旧小区进行改造，改造面积 193.6万平方米，
惠及居民22403户。

“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浔阳区稳
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配套完善排水管网系统；
持续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智慧城管平台投入运
营。近年来，该区深入开展“厕所革命”，新建改建公
厕64座；同时，启动老市委大院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高
标准建设庾亮南路、塔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获住建
部推介；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中心
城区呈现“车多有序、人多有礼、街老整齐、路窄干净、

房旧灯亮、城美宜居”新面貌。
守正创新、以立为本、立破并举。近年来，浔阳区

不断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创新建设“街道党工委—社
区党组织—片区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网格化管理体
系，综合设置 295个社区网格，选举 2725名网格员，辖
区信息动态反馈速度不断加快，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创新打造浔城多元调解服务中
心、“浔城志警”等特色品牌，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 2 个，恶势力犯罪集团 3
个、恶势力团伙 2个,平安浔阳、法治浔阳扎实推进，连
续五年获得全省“平安杯”，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不断增强。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点一滴见初心。近年来，浔
阳区在全国率先推出城镇贫困群众脱贫解困工作系
列举措，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打出脱贫解
困系列“组合拳”，全区党员干部按“一对一”方式结对
1452 户贫困户，实现城镇脱贫解困结对帮扶全覆盖。
该区陆续推行了“节日送温暖”实物救助、“爱满浔阳”
助学捐赠、扶贫扶志感恩行动、“扶贫日”定向捐赠、支
出型贫困家庭特别救助、“春风行动”线上线下招聘等
系列自主创新措施；着力解决贫困群众就业、医疗、教
育、住房、社保等困难，不断提升贫困群众就业本领，
引导企业为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健全
医疗救助机制，筑牢“四道保障线”，落实资助政策校
长负责制，坚决做到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社会
保险政策待遇切实保障，基本住房安全保障稳步落
实；按照“兜底线、保基本、可持续”要求，现行标准下
的城镇贫困群众全部得到帮扶，基本生活得到有力保
障，“两不愁、三保障”目标全面实现。

“这里的味道真不错，以后中午都在这吃了，比家
里做得好，还方便。”今年91岁的独居老人张爷爷赞不
绝口。走进浔阳区白水湖村，“幸福食堂”里其乐融
融。该区创新“党建+养老”模式，将基层党建和居家
养老结合，打造一系列精品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老年群
众的幸福感不断提高。

一座城，继承自然禀赋，以绿色生态奠定基调；一
座城，饱含山水情怀，用改革创新彰显活力。宏伟蓝图
已经绘就，砥砺奋进正当其时。浔阳儿女将以优异成
绩迎接建党100周年，为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谱写新时代浔阳改革发展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读好书读好书 求新知求新知 忆党史忆党史

古韵浔阳古韵浔阳

湖滨小区改造后湖滨小区改造后，，居民们喜笑颜开居民们喜笑颜开

活力浔阳活力浔阳

九江（颐高）互联网创业中心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浔城多元调解服务中心

浔阳风光如画浔阳风光如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猪八戒猪八戒””九江园区九江园区 熊婷婷 查艺蒙/文 （图片由浔阳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浔阳之夜浔阳之夜，，华灯初上华灯初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