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性创新创业中心：
工业倍增升级 乡村振兴发展

城乡学校项目开工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

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

祥地。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

初，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

闽西大地上开辟了中央革命根

据 地 ，创 立 了 中 华 苏 维 埃 共 和

国，进行了治国理政伟大实践，

孕育了党的群众路线、苏区精神

等宝贵财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

要形成地，党的第一代、第二代

领导人大都曾在瑞金战斗和生

活过。

近年来，瑞金市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

策部署，省委和赣州市委工作要

求，统筹振兴发展、脱贫攻坚、疫

情防控，众志成城、开拓奋进，全

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开创

了新局面，迈上了新台阶。

当前，瑞金市上下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

强化使命担当，坚决扛起在区域

发展中“作示范、勇争先”的使命

责任，以更大格局、更宽视野、更

高站位，主动融入国家、全省和

赣州区域发展战略。围绕“三大

战略”“八大行动”，努力打造“四

个中心”，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

心城市，推动瑞金提速发展、加

速崛起，奋力开创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新局面。

瑞金经开区主路网工程、智能终端产业园标准厂

房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先后实施，工业承载力进一步

增强；82347 名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3592 名城镇

贫困群众全部脱贫解困，49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在赣

南革命老区率先实现脱贫摘帽；深化“放管服”改革，

对 接 融 入“ 赣 政 通 ”平 台 ，“ 最 多 跑 一 次 ”事 项 占 比

91.5%……这是瑞金市全力打造创新创业中心取得的

可喜成绩。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建设现代化次中心

城市，必须要有硬实力。近年来，瑞金市充分发挥政

治区位优势，坚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进一步推动工业倍增升级、乡村振兴发展，

正成为吸附周边、辐射区域的创新创业集聚区。

抓好产业培育。在铜铝加工、线缆制造、输配电

设备及光电照明 4 个领域精准发力。绿色食品产业

有新突破，正大集团生猪全产业链和济民可信（瑞金

市）食品科技园等 2 个 50 亿元以上项目落户瑞金市，

实现首位产业单个项目超 50亿元零的突破。

完善园区平台。瑞金经开区持续推进“亩均效

益”评价工作，实施“两型三化”提标提档行动，获批省

级军民融合示范基地，今年以来，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总投资约 5 亿元，新增开发面积 730 亩，开工建设电子

电气产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返乡创业园三期、智能

加工产业园、智能制造产业园二期等标准厂房项目；

电子科技产业园、智能终端产业园、数字经济孵化园、

经开区主路网工程、纬六路及经一路北延等一大批项

目已竣工投入使用。

优化营商环境。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压

缩审批层级，精简办事流程，全面推行“容缺审批+承

诺制”，实现进一扇门办成一揽子事；推行新办企业免

费刻制印章、不见面开标等服务，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助力项目“落地即开工、开工不停工”。

推动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打造了一批辐射面广、

带动力强的农业特色产业项目，重点发展油茶、白莲、

烟叶、蛋鸭、肉牛、鳗鱼、蜂蜜、香芋、可食用无刺玫瑰

等农业特色产业。引进正大百万头生猪全产业链、深

圳德保果蔬全产业链项目，实施农产品产地仓储物流

设施建设、高标准农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项

目，突出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污水处理、“农村厕所革命”、乡村村容村貌提升、

村庄长效管护等重点任务，行政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已实现全覆盖。

瑞金田坞返乡农民合作社建起的综合性设施农业瑞金田坞返乡农民合作社建起的综合性设施农业，，
四季果蔬飘香四季果蔬飘香中绒纺织科技

瑞金开出首趟集装箱班列——中欧班列

11 月 21 日，瑞金机场项目重点子项目航站区配套

房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瑞金机场项目建设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瑞金机场项目总投资 16.6 亿元，其中

机场工程投资 16.3 亿元，工程按照年旅客吞吐量 55 万

人次、货邮吞吐量 2000吨设计。项目计划于 2022年 12
月建成试飞，2023 年 10 月投入运营。届时，瑞金的立

体交通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瑞金市紧紧围绕交通物流中心建设目标，

科学统筹谋划，积极向上对接联系，着力提升交通枢纽

功能，有力促进各类要素向瑞金市集聚，外联内通、覆

盖城乡、功能完善的区域交通物流中心加速构建，为加

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提供了坚实支撑。

除了瑞金机场项目快速推进，瑞金市铁路网络也

越织越密，在现有赣龙铁路的基础上，瑞梅铁路刚刚

获得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南丰至瑞金铁路被纳入

《江西省城际铁路网规划》，这两个铁路项目完工投入

使用后，瑞金赣闽边际区域性交通物流中心的地位将

进一步凸显。

今年 2 月，瑞金市陆路口岸作业区正式投入使用，

打通了铁海联运和多式联运“最后一公里”，外贸货物

通过搭乘“瑞金—厦门”铁海联运班列物流成本下降

50%左右，为内贸货物节省 20%至 30%物流成本。

近年来，瑞金市以完善城市物流功能为抓手，加快

推进物流载体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规划建设瑞金机场

临空经济区、大型物流无人机研发生产基地，积极发展

低空产业，争取设立瑞金航空口岸。充分发挥瑞金国

际陆港平台功能，争取设立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推行

“一站式”通关、多式联运服务。二是建成了陆路口岸

作业区项目，完善了集装箱运输、多式联运等物流功

能。三是建设了红土地物流园项目，完善货物运输配

送、仓储物流、邮政物流分拨及城乡配送等相关功能，

专门为工业企业提供物流服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四是推进区域性能源集散中心建设，推进智能电网、抽

水蓄能电站、闽电入赣瑞金站建设，形成辐射周边的电

网输配能力。依托管线和铁路优势，谋划推进中石化

管道油库、瑞金气库项目，建设赣南东部油气供应集散

基地。

在打通“大动脉”的同时，瑞金市着力畅通市域内

的“微循环”。近年来，瑞金市以打通断头路、提档升级

老旧路为主攻点，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十三

五”以来，该市硬化农村公路 1526.54公里，其中包括 14
条 县 道 共 282.299 公 里 、50 条 乡 道 共 416.978 公 里 和

574 条村道共 827.263 公里。瑞金市 17 个乡镇、239 个

行政村（居）全部通了水泥路。

交通物流中心：
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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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打造努力打造““四个中心四个中心””
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瑞金市：

一个“潘冬子”，几代中国人。连日来，由瑞金市

委、市政府出品的大型原创 音 乐 剧《闪 闪 的 红 星》火

遍赣南大地，获得好评如潮，同时也使观众的心灵受

到震撼，对革命和历史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是瑞

金市丰富旅游业态，着力打造红色文旅中心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瑞金市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跳出传统思

维，推动产业与城市共建、旅游与文化互融，着力打造

有较强市场影响力的红色文旅中心。

做强红色研学品牌。成立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

心，丰富培训内容，推出参观一次革命旧址、走一段长

征路、听一堂红色教育培训课、向革命先烈献一束花、

吃一餐红军饭、学唱一首红色歌谣、看一场红色文艺

演出、读一本红色书籍等“八个一”培训模式，培育了瑞

金干部学院、瑞金市委党校、红源记忆红色教育培训基

地等红色培训机构。今年以来，瑞金市接待红色培训

21.85 万人次，红色研学、中小学研学团队 389 批次共

8.5 万人。瑞金市现已成为全国红色培训教育的主阵

地和红色旅游发展的示范者。

推动文旅融合。该市不断挖掘旅游资源要素，持

续丰富旅游业态，利用绵江河自然水系环境，建设占

地 1079 亩的红色故都项目，打造全面展示苏区历史、

赣南风情的特色小镇，建成集河流剧场、文化论坛、红

色培训、旅游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文旅业态；同

时，通过实施梅江引调水项目，引梅江水入绵江，打造

“一江三湾”，规范城市客家系“灰白”主色调，重塑城

市风格。此外，瑞金市还推出大型原创音乐剧《闪闪

的 红 星》在 全 国 巡 演 ，打 造 城 市 文 化 IP，着 力 塑 造

“蓝天、碧水、绿地、白墙、黑瓦，闪闪的红星耀中华”

的城市风貌；大型现代赣南采茶戏《十七棵松》成功

入选全国基层戏曲院团网络展演，网络观看人数达

100 余万人次。

红色文旅中心：
引入文化活水 浇灌旅游之花

新建校舍陆续投入使用，医院迁建稳步推进，体育事业多点开

花，养老服务扩面提质……初冬时节，红都瑞金体教康养事业结出

累累硕果。今年以来，瑞金市结合资源禀赋，高度关注民生福祉，围

绕体教康养中心建设目标要求，加大力量投入，克服种种困难，体教

康养事业取得阶段性成效，极大提升了居民幸福感。

大手笔谱写教体篇章。近年来，瑞金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战略，把教育摆在民生之首，加大经费投入，深化教育改革，优化资

源配置，推动教育事业公平发展、均衡发展、提质发展。2019 年以

来，瑞金市筹集资金 22.41 亿元，启动 21 所城乡学校建设项目，着力

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大校额、大班额和入园难、入园贵等教育

民生问题。截至目前，21 所学校全部开工建设，金穗幼儿园、幸福幼

儿园等多所学校已投入使用，预计明年 20 所学校可建成并投入使

用，瑞金九中建设项目将在 2023 年投入使用。届时，瑞金市城乡教

育资源将得到大力扩充，可全面满足“十四五”期间城乡适龄儿童就

学需求。

全民健身氛围浓厚。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健

身”的群众体育工作理念，努力让市民群众每人爱上 1 项运动、每天

运动 1 小时、积极打造 1 个以上体育赛事品牌。持续加大资金投入，

不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先后实施了“五个中心”“两个全覆盖”和

“一个‘15 分钟健身圈’”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该市体育中心及配套

的户外篮球场、网球场、羽毛球场已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红都全民

健身中心、龙珠公园足球场已全面竣工，城东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

项目年内可完工。据统计，该市体育场地面积累计达 115.4 万多平

方米，人均体育设施面积 1.8 平方米。各类公共体育设施向社会免

费开放，对外开放率达 100%。

大格局谋划医疗发展。近年来，瑞金市紧紧围绕健康瑞金建设

目标，持续深入推进医疗卫生领域改革，加快完善基层医疗硬件设

施建设，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和保障能力，群众看病就医更加方

便，负担得到大幅减轻。目前，该市市属三所医院相继完成三级医

院执业注册评审，并引进 2 个院士工作站和 3 个博士后工作站，全市

综合医疗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瑞金市在全国率先实施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脱贫人口可享

受政府代缴医保费，住院报销 90%，平均个人支出控制在 10%适度范

围内，实施家庭医生签约、大病免费和专项救治、门诊特殊慢性病报

销 90%等政策，享受县域内“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服务，入院时不

用交押金，出院时只需直接到“一站式”结算服务窗口，实现即时结

算，方便快捷。脱贫人口基本医疗得到保障，筑牢了“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防线，群众满意度和健康获得感得到进一步提升。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该市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不断补齐设施短

板。其中，瑞金市人民医院整体迁建项目总投资 8.9 亿元，分为两期

建设，现处装修阶段；市妇幼保健院整体迁建总投资 3.6 亿元，已基

本完工将于近期进行搬迁。此外，九堡镇、日东乡、叶坪镇、冈面乡、

黄柏乡、泽覃乡、沙洲坝镇等乡镇卫生院新建、改建医技楼已全面投

入使用；全市 214 个公有产权村卫生健康服务室已完成规范化建设

并投入使用。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让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环境明

显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此外，瑞金市已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等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建立医疗合作帮扶关系。目前，正在整合资源

组建瑞金市总医院，积极争取与国内知名三甲医院合作办医，灵活

采取业务托管、学科共建和对口帮扶等方式，不断提升全市医疗卫

生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规划建设卫生健康信息化中心、医学影像

中心、医学检验中心、消毒供应中心、药品器械耗材采购管理中心、

平战结合的传染病和疾病控制中心，集中资源打响医疗服务品牌。

大视野启动旅居康养。近年来，瑞金市把养老事业摆在重要位

置，持续加大投入，创新方式，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产业，让广大老年

群众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瑞金市先后投入近 2
亿元实施了 13所区域性养老院新改扩建，实现了每个乡镇都有一所

设施完善、安全达标、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的养老院。在服务质量

上，瑞金市及时启动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将公办养老机构管理人员

人事管理权限收归市民政局管理，强化养老机构监督管理，通过经

常性开展观摩评比等形式，有效促进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提升。

瑞金环境气候条件优越，生态资源丰富，具备发展康养产业的

先天条件。为此，该市抢抓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机遇，围

绕生态养生、高山避暑、温泉休闲、中医康复、健康养老、体教旅融合

等打造康养产业功能区，努力建设海西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康养

休闲后花园。项目拉动产业发展。该市科学谋划包装康养项目，通

过引进大企业和先进管理模式来推动康养产业发展，目前已与天沐

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对接洽谈，相关合作正在推进当中。

体教康养中心：

增进民生福祉 提升幸福指数

瑞金市瑞金市 20212021 年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暨体教融合成果展示年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幕式暨体教融合成果展示
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活动在市体育中心举行

音乐剧音乐剧《《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演出演出

刘俊良 杨荣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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