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专 题JIANGXI DAILY 5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 JIANGXI DAILY2021年6月17日星期四

五年来，德安县始终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力发展
民生事业，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德安县累计投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1.2亿元，实
施扶贫项目 820个，4个“十三五”省级贫困村全部脱
贫退出，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64户 9081人全部
脱贫退出，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由 2015年的 4185.46
元增加到2020年的15304.44元，年均增幅28.96%。健
全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社会救助水平不断提升，
低保申报制“一三六”模式在全省推广，切实抓好退役
军人和困难群众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维持市场供应
水平稳定，积极开展医养结合，织密民生保障网。脱
贫攻坚工作连续四年在全省位列“好”的等次。

在德安，“最好的地段办教育、最好的条件给孩
子，最好的房子是学校、最好的待遇给老师。”“十三
五”期间，德安县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

“教育强县”建设，累计投入 3.18亿元，对全县 28所乡
镇、12所城区学校进行校舍及教学设备改造升级。德
安县连续两年荣获全省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
先进县称号。

德安县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深入
推进法治德安、平安德安建设，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
达标率为 100％，形成了“四联四化”工作机制。深入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县共破获九类案件126起，
抓获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294人，2020年扫黑除恶满
意度排名全省第7、全市第1。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接访

下访和包案化解机制，有效化解106个信访积案，共接
待处理群众来访 3168批 12310人。安全生产责任制
全面落实，深入推进食品药品“四个最严”，突出化解
重点领域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连
续十年荣获全省信访工作“三无”县称号，持续巩固全
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成果。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使命需要新担当，新担当
创造新幸福。未来五年，德安县将突出实施“创新驱
动、产业升级、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四大战略，把德安
打造成长江经济带转型升级示范区、全省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区、全省县域治理现代化示范区、大南昌都市
圈重要战略节点、昌九沿线双向开放支点、家风家训
文化传承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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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过去的五年，德安全县上下攻坚克难、共
同努力，全县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2019年
地区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元大关，达 149.6亿元，提
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2020年人均
生产总值突破9万元，位列全省第十二位。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高于省、九江市平均水平。2020年，全
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到150家，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营业收入483.4亿元，规模（限额）以上服务业
企业达 20 家，全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数达 521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 45 家。一产稳、二产
强、三产旺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

德安县全面贯彻落实九江市委确定的“重大
项目落实年”“项目品质提升年”“项目建设提速
年”等工作部署，不遗余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五
年来，全县列入市重大项目 251个，总投资 1446.2
亿元；列入省大中型建设项目 99个，总投资 948.1
亿元。连续三年重大项目投资规模当年投资完成
比、项目入统率等位于全市前列。2016年以来，建
成投产项目107个，总投资额达310亿元。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五年来，德安县完
成宝塔工业园区七期开发建设，投入约 15亿元完
成丰林工业新区1-3期7平方公里建设，先后启动

建设丰林自来水厂、科创中心、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园、污水处理厂、“五统一”等重大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成功创建省级高新区并完成两次调区扩区，
园区面积从 133公顷调整至 875公顷。该县积极
对接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优质平台，
组建招商小分队，驻点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充
分发挥招商桥头堡作用。大力搭建优质招商平
台，德安县在外商会总数达到 7 家，实现了“北上
广”全覆盖。五年来，成功引进项目 288 个，其中
100亿元以上项目2个、50亿元以上项目5个、20亿
元以上项目 16个、10亿元以上项目 23个、亿元以
上项目267个。

德安县紧抓产能更新换代机遇，聚力实现
“传统产业不传统、现代产业更现代”，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深入推动八大产
业链链长制落地，“3+1”产业集群不断壮大，现代
纺织、电子机械、五金建材三大主导产业营业收
入突破 400 亿元，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
85%以上。大力推动企业研发创新，建成了科创
中心和转型升级示范园 29.6万平方米标准厂房，
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幅达 38.2%。高新技术企业
达55家。

回望过去的五年，德安县先后完成城建重
点项目274个，总投资340.2亿元。累计投入50
多亿元，大力实施四个“城乡一体化”民生工程、

“十桥三十路”交通工程、“三水治理”生态工程、
“三河六站”防洪工程、“建五扩五”教育工程，城
市面貌焕然一新，城市功能显著提升。

为方便群众出行，德安县加快构筑现代交
通网络，打通城市交通外循环、疏通城市交通
内循环、连通城市交通微循环。先后实施了高
速东出口、文华大道及文华大桥、渊明大道延
伸线及跨博阳河大桥等重要交通枢纽道路新
建改造工程，罗岭路、一中路、三中路等竣工通
车。完成了德安大道、金带路、义峰路等交通
主干道和人行道提升改造。德安县启动城乡
环卫一体化PPP项目，实现城乡环卫工作市场
化全覆盖。同时，建设“智慧环卫”大数据指挥
中心，实现了环卫工作精细化、科学化、标准
化。截至目前，道路保洁市场化率达100%，生
活垃圾治理常态化运行，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并对城区主要干道包括门头店招在内
的立面形象进行全面提升改造。进一步完善
中心城区污水管网，形成中心城区污水管网体
系。完善河东片区污水管网，形成河东片区污
水管网体系。在各重要交通枢纽、居民休闲、
绿化带等区域，栽植万余株矮牵牛、长春花、夏
堇等时令花卉，四季花香，草绿如春。德安县
还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截至目前，已完成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

1500 户；完成安居工程、蓝调沙龙、博阳御景
园、兴祥小区、金环星城5个老旧小区改造。

今年以来，德安县加快完善路网布局，推
进河东大道(一期)完工，启动九仙二路及西外
环路东延线新建工程。推动义峰山、县人民医
院等停车场建成并投入使用，启动工人文化
宫、新广场地下停车场建设。加快推进县人民
医院新院区、中医院康复大楼建设。启动共安
大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城区雨污分
流管线改造。

德安县始终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在
夯实城建项目的同时，在全县启动提升集镇品位
工程。去年以来，该县以乡镇集镇为节点，整体
改造集镇形象，投入1.2亿元进行道路拓宽、房屋
立面改造、统一店招、街道绿化亮化，打造出沿线
干净整洁、公共服务优质、当地文化突出的乡镇
道路景观，将12个乡镇集镇串点成线，与“水系连
通”工程共同形成德安县独具特色的水路风景。

乡村振兴关键是产业振兴。五年来，德安县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产业振兴的各项决
策部署，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取
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全力推进“三农”工作高质量
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德安县坚持把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
为“三农”工作头等大事，不断夯实稳产保供促增
收的产业基础。粮食产能不断提升，果蔬茶药规
模不断扩大，养殖产业稳中向好，高标准农田建
设稳步推进，初步形成了水稻、林果药材、花卉苗
木、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五大农业产业格局。

德安县依托乡村资源，着力打造优势特色产
业，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落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300万元，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6个，覆盖40个行
政村，形成了林果药材、菌菇蔬菜、花卉苗木、蛋
鸡养殖、光伏发电、茶叶桑蚕等六大扶贫主导产
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培育家庭农场
138家、合作社 235家。全县规模农业企业发展
到45家，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蓬勃发展，2020年
接待游客687万人次，同比增长23.7%；旅游总收
入42.3亿元，同比增长21.4%。创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 1个、3A级旅游景区 1个，正在申报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1 个、省级非遗特色小镇 1 个。
农村电商发展有力推进，丰林镇紫荆村、
高塘乡长垅村通过“一领办三参与”

模式，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快速稳步增长，“村级
组织+公司化”运作模式得到复制推广。积极打
造农村创业创新服务载体，搭建创业成就展示平
台，不断增强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一乡一园”

“一园一景”建设稳步推进，完成现代农业产业园
总体规划及 12个乡镇现代农业产业园规划，建
成 1个省级示范园、5个市级示范园。建成省级
标准化示范场9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0家。农业招商引资成效明显，2020年实际
进资6.496亿元，任务完成率达259.8%。

为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近年来，德安县
委持续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出台《关于发展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实施意见的通知》，累计
整合各类产业资金 4600余万元，使渊明
黄菊、大棚葡萄、食用菌、太空莲、中
药材、油茶、蔬菜等一批产业不断
壮大。全县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总额从2018年的248.67万元增
至 2020 年 的 1307 万 元 ，是
2015 年的近 10 倍，每村集体

经济平均15.9万元。
德安县是我省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

治 3个试点县之一，该县通过与河长制、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结合，以博阳河水系为脉络，以流经
村庄为节点，对沿线河道治理、生态修复、污水
处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湿地及水土涵养以及
13 个乡镇重点景点进行改造提升，实现水域岸
线并治，村镇并治，让河流活起来、景点亮起来、
岸线美起来。

项目为王不松懈 经济发展稳而快 城市建设如椽笔 功能品质大提升 “三农”发展劲头足 乡村振兴起点高回望“十三五”，奋进新时代。过
去五年，德安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按照“对接赣江新区、强力
决战工业、打造生态城乡、全面建成小
康”总体部署，锐意进取，奋勇争先，全
县呈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喜人态势。

五年来，德安县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 8.2%；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
8.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
16.4%；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增长 8.1%、8.9%。2021 年一季
度，全县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9.4%，增
速排名九江市第一；地方财政总收入
同比增长80.8%，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同比增长42.2%，增幅均排名全市第
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0.2%，排名全市第二；工业增值税总
量全市第一，同比增长171.7%，增幅全
市第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52.8%，排名全市第二，实现了“十四
五”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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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阳光微电影小镇华夏阳光微电影小镇

获得中国地理标志的德安爱民花生

江西英利新能源自动化生产线江西英利新能源自动化生产线

邹桥乡石门村贫困群众喜领分红款邹桥乡石门村贫困群众喜领分红款

德安县第三中学德安县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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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服务进基层活动公共文化服务进基层活动

改造后的聂桥集镇面貌一新改造后的聂桥集镇面貌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