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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磅礴有主峰 勇立潮头开新局
——德兴市全力迈开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步伐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近年
来，德兴市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全
面推进基层组织“三化”建设，全面梳理了
各领域、各层级基层党建存在的突出问
题、短板弱项，一批制约基层党建发展的
关键性、普遍性、根本性问题得到解决，实
现了示范带动、分类指导、规范提升、整体
推进。累计完成 541个党支部的“三化”
建设，改造升级党群服务中心 134个，并
打造了暖水、花林、重溪、大田4个红色名
村，其中暖水村被列入全省首批红色名
村。创新开展了农村集体“三资”整治工
作，为村集体挽回损失1191.23万元，土地
2392亩、山林 2.83万亩、山塘水库 96座。
在整治的基础上，切实规范了“三资”管
理，经验性做法入选中国第六届社会治理
创新博鳌论坛优秀案例；创新建成136所

“党建+养老驿站”、123所“党建+成长乐
园”、131所“党建+夜校”等“党建+”平台，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作为需要好
干部。该市始终坚持在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脱贫攻坚等一线发现干部、锻炼干
部、使用干部，在全市树立了鲜明的用人
导向。仅 2020年以来，就提拔使用脱贫
攻坚干部及第一书记 28人、在征地拆迁
及棚改一线脱颖而出的干部 40人、园区
及项目一线干部 12人、疫情防控一线干
部 88人、中心工作表现优秀干部 51人。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认真开展精准规范问责试点工作，在关
键环节、重点领域建立完善了一批刚性
制度，创新推行了小型工程项目“一项一
码”公开公示制度。

同时，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激励
与约束相并重，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若
干意见》，切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全市
党员干部务实担当的积极性、主动性不
断增强，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德兴，因矿得名、因铜而兴，县域经济
发展一度比较依赖驻市中央省属企业。
近年来，德兴市以链式思维抓产业，集聚
要素资源，凝心聚力推进“大工业”发展，
聚焦有色金属（黄金）、先进机械制造和大
健康三大主导产业，着力培育各具特色的

“板块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烙印遍布城
乡每个角落，走出了一条现代化产业升级
转型发展之路。

以“项目链”为硬支撑，着力提高项
目“引”的质量和“建”的效率，成为德兴优
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该市
建立专业化招商机制，实行一个产业成立
一个专门招商分局，大力开展产业链招
商、以商招商、商会招商，五年来累计签约

项目 182个、总投资 820亿元，其中“5020”
项目达 8 个。深入开展“项目建设提速
年”活动，把项目现场当战场，形成开工一
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签约一批、谋划
一批的项目梯次，先后实施亿元以上项目
达 55个。德贤黄金珠宝创意产业园、100
吨黄金精炼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德兴）
试验培训基地、德立制造等一大批重大项
目先后建成，有色金属（黄金）、先进机械
制造和大健康三大主导产业全链条产业
发展格局形成。2020年，该市三大主导产
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19.5亿元、利
润9.85亿元，地方企业税收增幅达39.3%。

围绕“产业链”部署“环境链”。优化
产业发展软环境，是该市推进投资兴业、

优化产业结构的又一抓手。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目前全市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可办率达 90%以上，办事材料比以前减少
了 60%以上，企业开办时限缩短至 0.5 个
工作日，连续两年获评江西省十佳优化营
商环境县（市、区）。先后兑现科技政策奖
励资金达 3000 余万元，40 家规模骨干企
业研发机构实现全覆盖。到2020年末，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1.83件，列上饶市第
1 位；先后培育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76

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载体 11个，获评全
省创新型县（市、区）建设试点县（市）。目
前，德兴正围绕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
务，以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理，加快
建设“掌上办事大厅”，完善政务服务“不
打烊”“好差评”制度，从制度上打造高品
质、有活力的德兴产业发展软环境。优良
的营商环境吸引了更多项目落户德兴，目
前，高新区投产企业达240家，其中规上企
业达163家。

“新增就业 4384人”“实施校建项目 40
个，新建校舍面积11.43万平方米”“中医院
二部综合楼项目基本完成”“建成棚改安置
房 1445套”“城区 20个老旧住宅小区改造
提升全面竣工”……一个个民生项目相继
完成。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德兴市始
终坚持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保障民
生、改善民生为重点，多办民生之事，多谋
民生之利，多兴民生之举，人民群众幸福指
数不断提升。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德兴市聚焦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工
作实际，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
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
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
一步密切党群联系、凝聚奋进力量。以民
情民意大调研、矛盾纠纷大化解、民生项目
大攻坚、农业农村大振兴、生态环境大改
善、惠企政策大落实、政务服务大提升等七
项专项行动为依托，共梳理出十大实事和
52个重点项目清单。项目清单涵盖保障群
众出行、解决群众就医就学、保障群众生活
用水、解决群众住房难等多个方面。

民之所想，施政所向。德兴在民生领域
舍得花钱和精准用钱，倾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5年来，全市民生领域支出从28.3亿元
增加到48.8亿元，增支20.5亿元，年均递增
11.5%；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比
从74.6%增长到81.3%，把民生事业当成系统
工程来谋划推进，在城乡医保、供水、公交等
方面形成了“五个一体化一个免费”的惠民政
策，城乡群众获得同等水平的民生保障。

提质城区。德兴全面启
动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
三年行动，先后投入 12.6 亿
元实施了南门路网、农贸市
场、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等完
善功能、提升品质的城建项
目；先后建成安置房 1560
套，新建雨污分流管网 84.2
公里；城区新增停车位1.5万
个，累计拆违15万平方米，成
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在城
市建设中，坚持将德兴历史
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围绕德
兴丰富的“德文化”资源优
势，倾力打造尚德之城，成功
获评“中华德文化名城”称
号，城市文化内涵不断凸显，
城市凝聚力、吸引力、竞争力
进一步加强。重量级赛事接
踵而来，先后成功举办了江
西德兴铁人三项亚洲杯赛暨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全国自
行车邀请赛、中医药文化节
等一系列活动，德兴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

做美乡村。德兴持续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全面完成新农村建设三年

“扫一遍”任务，投入5.4亿元
建设新农村点710个；不断改
善基础设施，投入 16亿元新
改建公路500余公里，成功创
建“四好农村路”国家级示范
县（市）。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成功创建5A级乡村旅游
点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1个，入选江西省文化和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创建区。
总投资10.3亿元实施美丽集
镇三年攻坚行动，花桥、泗
洲、铜矿 3个试点顺利推进，
上饶市美丽集镇建设现场推
进会在花桥镇成功召开。

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努力实现金山银山与绿
水青山和谐共生、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同频共振，走出
了一条具有德兴特色的提升
生态“颜值”的蝶变之路。持
续打好净空、净水、净土攻坚
战。花桥镇、绕二乡、龙头山
乡等 6个集镇污水管网投入
运营，建成村级集中治理污
水处理设施19座；投资2000
万元新建了上饶市首座大型
余土处置场、生活垃圾生态
化循环改造项目建成运行，
生活垃圾实现“资源化”“无害
化”处理……先后创新推出
了农村垃圾兑换银行、“环保
医院”“六护服务队”等生态制
度，其中“垃圾兑换银行”入选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经
验推广清单在全国推广。

得益于生态保护和有效
开发，结合“旅游+健康养生”

“旅游+文化”“旅游+体育”
等模式与现代服务业融合，
旅游发展空间不断拓宽，森
林泉瀑大茅山、原生态石头
部落、醉美茶园江村、红山茶
花海十八亩段，这些曾经名
不见经传的山旮旯，如今已
是声名远播的旅游打卡地。

夯基固本 党建强起来

链式思维 产业活起来

民生改善 群众乐起来

建管并重 城乡靓起来

▲ 德美黄金精炼项目

投资35亿元的江西德辰科技有限公司机械铸件精加工建设项目

▲

中国中医科学
院德兴试验培训基地

四好农村公路助力乡村振兴

2021铁人三项全国冠军杯赛在德兴市举行

泗洲镇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德兴市城市鸟瞰

银城街道天门山村仿古民俗“老街”醉游人

德兴市中等专业学校

悠悠洎水河，宛若游龙，流文明一脉；
巍巍大茅山，雄如峙虎，孕人杰一方。
红色、绿色和古色交相辉映，青山、碧水和蓝天

相得益彰。山水风光好、家园美如画，中国铜都——
德兴被誉为“天然氧吧、养生天堂”。

近年来，德兴市强力推进“三大五提升”发展举
措和“334”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高品质、有活力的魅
力山城”，跑出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加速度”，先后
被授予国家卫生城市、全国社会治理创新典范城市、
中华德文化名城、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江西省第四
届十佳优化营商环境县（市、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先进集体等多项荣誉称号。

风光正好，乘势出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展望“十四五”，站在新的起点上，33万德兴
人民将以坚如磐石的决心、只争朝夕发展的劲头、坚
韧不拔的毅力，奋力开启新时代高品质发展德兴新
征程，谱写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的德兴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