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省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25 项重点民生项目
公开评议正式启动，请您提出意见建议。

截止时间：2021 年 10 月 30 日，邮箱：jiangxisjhdz@163.com。

一、加快推进“十四五”时期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重点抓好纳入年度计划的老旧小区市政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等目标任务完成；鼓励符合
条件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着力解决群众“上楼
难”问题。

2020 年度计划改造的 1506 个小区已完成 1503 个，完工

率 99.8%；2021 年度计划改造的 1277 个小区已开工 1277 个，

开工率 100%。全省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累计完成审批 1737
台，正在施工 897 台，完成加装 576 台。

二、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在企业开办及
注销、获得电力、获得用水用气、办理建筑许可、不
动产登记、纳税、政务服务、市场监管、包容普惠创
新等重点领域实现环节再简化、时限再压缩、成本
再降低、服务再提升、机制再完善。

1.企业开办和注销。企业登记基本实现全程网办，企业

开办时间从 3 个工作日压减至 1.5 个工作日以内；开通企业

注销“一网通办”专区，全面推行企业简易注销，公示时间由

原来的 45 天统一压减为 20 天；全省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678319 户，同比增长 77.08%。

2.获得用水用气。用水取得时限部分地区控制在三天

以内；用水取得审批程序基本均可在一个部门完成。

3.办理建筑许可。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实现一次不

跑网上办；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压缩至 18个工作日内。

4.不动产登记。推进抵押登记向银行窗口延伸服务；不

动产登记、抵押登记分别从 7 个、3 个工作日压减至 3 个、1 个

工作日内。

5.办税服务。推行财产行为税“十税”合并申报，精简申

报表单；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注销一般流程办理时限压

缩至 10 个工作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压缩

至 5 个工作日；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压缩至 7 个工作

日以内，一类出口企业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6.市场监管。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平台纳入省市县市场监管部门 133 个，市场监管领域检查事

项 44 项，检查对象 335 万户，检查人员 1.5 万名，共组织开展

双随机抽查 194 次，抽取市场主体 15.6 万户，检查结果公示

率达 100%。

三、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深入了
解掌握民营企业当前发展面临的实际困难及希望
解决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督促落实
有关纾困惠企政策，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展“助推我省‘映山红行动’提速增效”民主监督活

动，助力破解省盐业集团等企业上市难题。提交委员作业

87 份，反映问题诉求 123 个，针对 17 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四、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完善易地
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体系，积极促进安置区产
业发展，拓宽就业渠道，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
房产权办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
能致富。

全省搬迁脱贫户 3.5 万户 13.47 万人，已累计监测发现

脱贫不稳定户和突发困难户共 517 户 1970 人，通过及时帮

扶已消除返贫风险 410 户 1615 人。全省搬迁脱贫劳动力

7.72 万人，已实现就业 6.34 万人、就业率达到 82%以上，比

2020 年底增加就业 0.14 万人，1.31 万户 2.69 万搬迁脱贫人

口发展产业。完成全部 3.3 万余套易地搬迁安置住房登记

颁证，登记颁证率达 100%。

五、加快推进全省智能安防小区建设。从
2021年起，利用 3年时间，推动全省所有住宅小区
建成标准、规范的智能安防小区。

全省已建成智能安防小区 4109 个，已建成小区基本实

现“零发案”，今年上半年全省公众安全感达 98.63%。

六、大力推进红色名村建设。修缮一批革命遗
址遗迹，开发一批红色教育培训课程，推出一批乡
村红色旅游线路，建强一批基层党组织，切实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助力乡村振兴。

确定省级红色名村 210 个，第一批 90 个已建成，第二批

60 个基本建成，第三批 60 个正在推进建设。

七、实施江西省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基本
实现全省农网稳定可靠供电服务，供电能力和服
务水平明显提升。

完成投资 3.2 亿元，占全年计划 64%；新建改造 10 千伏

线路 485.3 公里，新建改造配变 580 台，配套建设改造低压

1690.7 公里。

八、开展减税减费减租减息减支行动。针对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出台新一批减税减费
减租减息减支政策举措，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降低
经营成本。

全省共为市场主体减负约 1060 亿元。

九、实施“亲情连线”行动。依托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和数字乡村建设，在留守儿童、老人积聚
的农村，以设立“亲情连线”等方式，搭建外出务工
人员与留守儿童老人联系交流平台，优化对特殊
群体的关爱服务举措。

在全省 11858 个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比较集中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建立“亲情连线工作室”，为留守儿童及老人提供

视频通话服务 8.7万余人次，开展心理辅导及咨询上万人次。

十、组织机关百名干部到信访窗口接访，举办
信访举报宣传周活动，畅通信访举报渠道，了解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办理群众来信来访，对群
众常年反映、重复次数多、久拖不决的典型问题，
进行交办督办，加强与信访举报人的沟通，及时反
馈办理结果。

开展省纪委省监委机关干部一线接访活动，来自 26 个

部门的 78 名同志接待群众来访 1114 批次，受理信访举报

528 件；举办全省信访举报宣传周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开展现场宣传 2969 场，接待群众来访咨询 9 万余人

次，受理信访举报 590 件，协调帮助群众解决问题 1741 个。

十一、进一步支持赣州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桥头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营商环
境、人才交流等方面继续给予倾斜，推动赣州深度
融入大湾区建设。

赣州与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中山 5 个大湾区城市签

订了“跨省通办”协议，43 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纳入通办，专

设“跨省通办”专区。赣南师大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建立联

合培养园艺学博士点。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老院区升

级改造工程已接近尾声。

十二、有效缓解城区停车难问题。通过新建
停车场、新划停车位、错时停车等多种手段，有效
缓解城区大型公共场所、居民集居区停车难问题。

全省新增公共停车位 18.68 万个。其中，新增公共停车

场车位数 8.2 万个，改造临时停车场车位数 2.39 万个，开放

公共机构车位数 3.18 万个，新划路内停车位数 4.91 万个，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4.91%。

十三、大力实施农村公路品质与等级提升工

程、国道提质升级和县乡道改造工程。加快普通
国道建设，全力保持普通国道路面技术状况并适
度推进其升级改造，打通路网瓶颈路段，促进城区
过境段公路与城市道路顺畅衔接、协同发展；重点
推进以县乡村三级、建制村通双车道为主的农村公
路建设，高标准打造一批“畅安舒美绿”高品质农村
公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交通运输保障。

全 省 完 成 投 资 124.7 亿 元,占 目 标 任 务 224.0 亿 元 的

55.7%。其中，完成普通公路建设工程 1122公里，占目标任务

2100 公里的 53.4%；路面养护工程 476 公里，占目标任务 900
公里的 52.9%；危桥改造工程 153 座，占目标任务 278 座的

55%；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600公里，占目标任务的 80%。

十四、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年底前实
现全省各统筹区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全省 12 个统筹区已全部实现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目前，全省普通门诊跨省直接结算达到 8.38 万人次 ,总
费用为 2130.1 万元。

十五、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开展专
项行动，强化宣传防范，丰富技术反制手段，加强
涉诈重点地区治理和重点人员管控，坚决守护好
群众的“钱袋子”。

全省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 11852 起，抓捕犯罪

嫌疑人 11177 人，共止付冻结涉案资金 110 亿元，封堵涉诈

域名网址 29.9 万余个。

十六、有效缓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突出问
题。今年年底基本实现市辖区街道和县（市）城关
镇（街道）层面社区嵌入式养老院全覆盖，完成年
度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任务。

全省 125 个市辖区街道和 73 个县（市）城关镇（街道）已

建成嵌入式养老院 197 个，覆盖 140 个街道和城关镇，覆盖

率为 70.7%；1.2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

任务已完成 6917 户 ,完成率为 57.6%。

十七、推进乡村建设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持续推进村庄整治建设，完善村庄道路、户厕、供
水、公共照明等设施，治理村内沟渠、河塘、搭靠三
房等环境，强化村庄环境长效管护，开展农村黑臭
水体整治，治理农村生活污水和垃圾，保障农村饮
用水环境安全。

全省共安排 1.3 万个新农村村庄整治建设村点（其中省

级村点近 0.6 万个，市县自建村点 0.7 万个），涉及自然村组 1
万个，75 万农户、近 300 万人受益。摸排登记农村户厕 900
多万个。累计完成 321 个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占今年任务

的 62%；累计完成 20 个国家监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占今年

任务的 77%。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已基本实

现行政村全覆盖，82 个县（市、区）采取全域第三方治理模

式，垃圾治理市场化率达 87%。

十八、推进实施鄱湖安澜百姓安居和圩堤除
险加固工程。加快制定《鄱湖安澜百姓安居工程
总体方案》，推动滨湖沿江地区部分圩堤除险加
固，完善紧急避洪设施，增强防洪抗汛能力，保障
滨湖地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编制完成《鄱湖安澜百姓安居工程总体方案》；启动了

万亩以上圩堤加固整治 ,99 座圩堤全年安排省级补助资金 8

亿元，完成投资 15 亿元，累计下达省补资金 28.755 亿元，当

前已完工 65 座、完成投资 62 亿元；安排民办公助小型堤防

加固项目 13 个，治理总长 57 公里，下达省补资金 5000 万元，

已开工 7 个项目，完成治理长度 26 公里。

十九、加快推进天然气管网项目建设。
省网“县县通”工程建成管道 379 公里，完成待建管道

任务 611 公里的 62%。累计建成“县县通”管道里程 2930 公

里，完成建设管道总里程的 92.7%。全省通达管道天然气输

气的县（市、区）60 个。

二十、提升城区居民供水质量和解决部分城区
居民用气难问题。推动临川区自来水厂加快新厂
建设，推进工艺优化与水质管理，满足群众用水需
求；为玉茗大道南湖路汽运宿舍、裕隆广场和金辉
大厦等三个区域群众解决管道天然气开通问题。

临川区第二水厂及管网铺设工程完工，于 6 月 29 日凌

晨零点向上顿渡城区供水，日供水量 5 万吨，覆盖 6.4 万户居

民用水。玉茗大道汽运站片区管道煤气开通项目于 6 月 18
日完工，向周边小区 400 多户居民正常供气。

二十一、进一步推动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
展，在产业提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继续给予倾斜，促进老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

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江西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建设、产

业发展、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 7 个领域 17 个方面政策举

措，200 个重大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推进实施。

二十二、实施革命英烈后代关爱行动。落实
烈士遗属优待优抚政策，开展“替烈士看爹娘、为
烈属办实事”等英烈关爱行动，让烈士亲人共享改
革发展成果。

开展烈士遗属再走访 35080 次，协调帮助解决烈属急难

愁盼问题 7324 件，完善烈士信息 91446 条，核对纪念设施

80331 个，推动落实烈士遗属和后代相关政策 4544 件，为

101 位烈士寻找到亲属后代，举办烈士事迹专题展 220 次，

编印烈士事迹材料 28107 册，拍摄英烈故事 114 个，开展烈

士事迹宣讲活动 788 次。

二十三、建设“赣服通”4.0版。今年年底前，各
市、县（区）政府要加快建设完善“赣服通”分厅，按
照“应上尽上”原则，推动更多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实现“掌上办”。

“赣服通”4.0 版正式上线运行，11 个设区市、111 个县

（区）和开发区均开设“赣服通”分厅，上线服务事项达 6855
项，电子证照 240 种，实名用户数达 3278 万，累计访问次数

达 18.4 亿人次，近期平均日活量 100 万人。

二十四、加强城市内涝治理。系统建设城市排
水防涝工程体系，实施河湖水系和生态空间治理与
修复、管网和泵站建设与改造、排涝通道建设、雨水
源头减排等工程，进一步提升排水防涝能力。

全省 203 个内涝积水点完成整治 104 个。乐安、高安、

德安、安义水系连通与水美乡村建设试点工程进展顺利，截

至 9 月底，4 县水系连通项目完成投资 9.86 亿元，占 2021 年

度投资计划 11.51 亿元的 85.6%。持续推进以排涝泵站和涵

闸更新改造，共完成投资 35.86 亿元，投资完成率 89.7%，其

中 24 个项目已完工、12 个正在实施。

二十五、推进改渡便民工程。通过建桥撤渡、
通路撤渡，开通客运、公交延伸等形式，分期分批
撤销内河渡口，让人民群众以更加安全便捷的公
路出行替代渡运出行，进一步改善乡村生产生活
条件，助力乡村振兴。

紧盯今年撤销 90 道渡口的目标，推进具备撤渡条件的

渡口撤渡，已完成 2021 年撤渡任务进度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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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9月江西省“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推进情况

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 通讯员 胡江涛摄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经济振兴。 特约通讯员 刘浩军摄

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 吴文兵摄

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