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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加快推进乡镇建设

加快小城镇建设是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建设新时

代“五美”乡村的要求。我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关于乡镇

建设有关要求，加持高位推动，规划先行，加强产业支撑，不

断完善提升圩镇功能品质，促进城市和乡镇协调发展。

一、坚持高位推动。一是领导重视。市委、市政府领导多

次在重要会议上强调乡镇建设工作，并多次赴乡镇开展调研，

要求各地要加快乡镇建设，补齐功能短板，改善镇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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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批有影响力、有示范带动作用的新时代小城镇，推动

全市乡镇建设高质量发展。二是注重政策配套。依据我市实

际，市委、市政府分别出台印发有关实施方案，在目标任务、

工作内容、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等方面予以明确。三是完善

推进机制。将示范乡镇建设列入“书记工程”，建立市县乡

三级书记一起抓、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将乡镇建设

三年行动纳入示范乡镇领导小组。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为

组长的美丽乡镇五年行动领导小组，并建立市领导挂点帮扶

和市直职能部门对口联系制度。同时，各县（市、区）均成

立了党委、政府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确保至少有一名县委常

委具体抓乡镇建设。

二、坚持规划先行。深挖资源禀赋，找准发展定位，整合

各部门专项规划和建设项目，注重各类规划衔接和协调，高质

量高标准编制完善相关规划。其中，南康区唐江镇优先列入国

土空间规划编制试点乡镇，投资近千万编制唐江镇国土空间规

划、城市设计与古镇保护等相关规划。全南县南迳镇聘请国内

一流设计团队，对全镇总体定位、产业选择、业态组合等方面

进行顶层设计。崇义县上堡乡坚持以自然生态为先设计理念，

融入客家、农耕、红色等文化元素，并充分运用本地建材，使

规划编制成果接地气、合民意、显特色。定南县充分挖掘龙塘

镇乡村建筑风貌特色，成功举办首届“客家杯”乡村设计大赛，

为赣南建筑风貌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一批高质量的设计方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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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定南县岿美山镇结合工业遗存，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注重

挖掘文化底蕴。

三、坚持产业支撑。乡镇以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为核心，坚

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宜商则商，争创“一镇一

品”、“一乡一业”。一是成功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全南县南

迳镇成功引进投资百亿的“鼎龙·十里桃江国际芳香森林度假

区”项目；章贡区水西镇“方特东方欲晓”建设完成并顺利开

园；信丰县大塘埠镇依托信丰电厂，规划建设 2500 亩“能源小

镇”；南康区唐江镇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

招揽世界 500 强企业格力电器签约入驻。二是发展壮大一批主

导产业。石城县小松镇白莲种植规模达 1.3 万亩，成为全国白

莲市场的重要集散中心；瑞金市沙洲坝镇新建浴血瑞京、幸福

花海等体验项目，推动红色旅游向研学实践延伸发展；寻乌县

南桥镇推动“三产”融合，“温泉+采摘”的近郊旅游吸引了大

量省内外游客；崇义县上堡乡做足梯田文章，发展民宿经济，

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景区。三是加快形成一批特色产业。安远县

鹤子镇培育“五大千亩”富硒农产品，打造电商小镇，致力“让

手机成为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南康区龙岭镇依托赣

州国际陆港和家具产业园，大力发展商贸物流，培育打造南康

第二个千亿产业集群，并通过新建厂棚、物流仓储、盘活闲置

土地等十多种途径发展村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预

计同比增长 5.7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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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江新区狠抓人居环境整治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蓉江新区高度重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按时序

开展好村庄整治规划编制，强力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整治、生活

污水治理、农厕提升改造，通过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

提升村容村貌，努力打好乡村振兴第一场硬仗。

一、注重规划引领。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原则，公开

招标择优引进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重庆九禾园林规划

设计、广东鸿宇建筑与工程设计等 3家专业设计公司，投入 1300

余万元完成迳背、茶元等规划区外 9 个保留村庄专项整治规划

编制，有目标、有计划、有措施地全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注

重突出地方特色，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融入到乡村旅游名片中

打造，以发展乡村旅游促进环境提升，投资近 6 亿元打造占地

1000 余亩迳背田园综合体，对村庄的功能布局、特色产业、生

态环境、村庄风貌等进行统筹协调和规范设计，实现功能互补、

产业联动、城乡融合。

二、强化综合治理。强化农村垃圾整治，通过购买服务引

入第三方中联重科、福建龙马两家大型现代化环卫公司，配备

管理人员 18 名，保洁人员 195 人，投入各类机械设备 42 台，

持续提供日常清扫服务，实现环卫保洁 33 个村全覆盖。采购 2

台日处理超 2 吨餐厨垃圾处理设备，实现小规模餐厨垃圾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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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新建 2 座日处理量达 200 吨新型垃圾转运站，建成后将

实现生活垃圾快速有效治理。今年以来，共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4 万余吨，清理畜禽养殖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 90 余吨，清理

乱堆乱放 5000 余处。强化水环境治理，签订流域生态补偿协议，

获中央奖补资金 200 万元。投入 4600 余万元建成潭东、潭口 2

座圩镇分散式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达 8000 吨。积极推进农

村厕所改造，共投入 280余万元进行农户改厕，完成改厕近 1500

户，改厕率达 100%，极大改善村民居住环境和村内环境卫生质

量。

三、建立监管机制。专门抽调 9 人成立区级整治办，聘请

60 余名监督劝导员，形成区、镇、村三级联动的人居环境整治

监督体系，强化区级有关职能部门全域监督，乡镇干部分村监

督，村包组干部分片监督，实现监督全覆盖。配套设立 460 余

万元环卫提升和环境管护资金，开展“每周一统计、每月一通

报、每季一评比”专项督查与环境评比，通过排名奖惩、约谈

问责方式，督促排名靠后村强化问题整改，抓好问题销号。积

极动员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充分发挥妇女在农村环境整治中的

主力军作用，开展“清洁家园”“大手拉小手”等系列活动 230

余次，激发村民“新作为”。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监督作用，暗

访曝光人居环境脏乱差问题 110 余起，报道环境整治好经验好

做法 160 余次，以反面警示、正面激励相结合方式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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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助推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

安远县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今年以来，安远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

神，坚决落实中央、省、市决策部署，以“五型政府”建设为

抓手，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一、优化制度衔接。不断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成立由县委书记任组长，县政府县长任第一

副组长，49 个单位和 18 个乡镇为成员单位的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领导小组和县主攻乡村振兴

领导小组。重组了县乡村振兴局，全面负责全县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统筹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关具体工作。印发

“1+N”工作方案，出台产业、就业、金融等 16 个帮扶政策，

优化制度衔接。

二、保持政策力度。严格按照“四个不摘”要求和总体稳

定原则，积极筹措资金，着力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截

至目前，全县共发放各类学生资助 25454 人次 1500 余万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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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资助脱贫人口免费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含大病保险）、配

套购买商业补充保险。全县享受“四道保障线”及医院减免

32440 人次 5800 余万元。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4.8 万余人，

帮助全县易地扶贫搬迁户实现就业 2041 人。

三、拓宽增收渠道。大力发展脐橙、蔬菜等主导产业，想

方设法提高脱贫群众收入，持续完善产业、金融、就业等奖补

政策。截至目前，全县已为脱贫户申报产业补助 7310 户次 1500

余万元，开展技术指导 156 场次，发放“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

贷款 231 户 1032 万元，办理“产业扶贫信贷通”脱贫户贷款续

贷 501 户 1244 万元，拨付扶贫车间岗位补贴 122.54 万元，拨

付园区企业就业岗位补贴 924 人次 137.01 万元，实现公益性岗

位就业 156 人。积极开展电商人才培训、村红村播培训 11 期

287 人。

四、激发内生动力。积极开展规范民间信仰、打击赌博专

项整治、婚丧礼俗整治、不赡养行为整治、文明村镇创建行动，

不断深化“五治融合”社会治理模式，逐步完善农村法律服务

体系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激发群众内

生动力，实现依法治理、社会调解、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截

至目前，全县共查处赌博案件 78 起，劝导或整治高价彩礼 7

起、大操大办 38 起，整治不赡养行为 18 起，劝退当街“烧香

燃蜡”行为 334 起，清理“社官”21 处，开展乡风文明主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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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长会、屋场夜话、讲座等 200 余场，举办乡风文明主题文艺

汇演 42 次。

于都县夯实发展根基聚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于都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

州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总要求，按下快进键，助力大振兴，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一、夯实基础，党建引领不断凸显。今年以来，高质量完

成村“两委”换届，选好红色带头人。注重传承红色基因，严

把政治标准，动员 7986 名红色后代参选，选出的班子又红又专，

实现“不出事、选准人、优结构”目标，指标质量为历届最好。

同时，全面加强党员致富带头人队伍建设，培养党员致富带头

人 1.7 万余名，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选人、育人、用人、带

人”体系，换届后村组织书记致富能手占比达 84.58%。

二、致力“造血”，富硒品牌不断打响。近年来，于都县

坚持长短结合、科学布局，构建蔬菜、脐橙、油茶为主导，肉

鸡、肉鸭、兰花、梾木果等为特色的产业体系。全县先后建成

4.5 万亩设施蔬菜基地，50 亩以上规模蔬菜基地 109 个，露天

蔬菜种植面积 10 万亩；脐橙面积 16.4 万亩、油茶产业 28.2



— 9 —

万亩，肉鸡年出笼突破 3700 万羽。加快打响“富硒蔬菜”品牌，

建成中国·于都硒博馆，37 种富硒产品获权威机构检测确认，

于都脐橙获评“中国富硒好果”。通过“龙头带着种、合作社

领着种、单位帮着种、示范户引着种、农户自己种”等形式，

重点推广丝瓜、辣椒、茄子、苦瓜等富硒蔬菜种植，着力构建

以富硒绿色蔬菜为主导的富硒农业产业，吸引了一大批经营主

体，蔬菜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为扩大销售半径，于都县已引入

多家专业蔬菜营销企业，开拓国内市场，对接国外市场。目前，

于都蔬菜国内销售市场涵盖了上海、广州、深圳、长沙等大城

市，并搭上中欧班列销售至国外。

三、多业并举，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于都县坚持就地取材，彰显乡土特色，保留原乡风貌，打造“看

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做好“文化+”文章，将

客家文化、渔耕文化、体育文化与本地的擂茶、兰花、珍珠粉

等相融合，建成村史馆、体验中心等，为乡村发展培根铸魂。

分批打造 162 个“五美”（产业兴旺之美、文明淳朴之美、共

建共享之美、自然生态之美、和谐有序之美）乡村建设示范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寻乌县四举措促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近年来，寻乌县通过抓重点、破难点、强支点、塑亮点等

措施，着力在发展壮大产业上下功夫，以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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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致富。

一、抓重点，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按照“柑橘为主，多元

发展”的思路，先后制定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推进柑橘脐橙

复种，做强做大百香果、猕猴桃、油茶等特色农业产业。目前，

全县生态恢复种植柑橘 2 万亩，百香果、蓝莓等特色产业 13.8

万亩，建有 210 个农业产业扶贫基地，910 个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动全县 10500 个贫困户实现稳定增收。

二、破难点，助推农特产品上行。立足资源禀赋和绿色产

业优势，依托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等平台，形成了寻乌蜜

桔、脐橙、百香果、富硒蓝莓等规模化电商生鲜拳头产品。同

时，建立集培训、物流、打包、仓储、销售、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的电商运营中心，打通农特产品上行“最后一公里”。2020

年通过电商服务站点销售出去的农特产品超过 10 亿元，其中扶

贫农特产品超过 4 亿元。

三、强支点，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按照“五个一”模式，

采取“龙头企业（新型经营主体)+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方式，

创新推广生产托管型、农户参与型、示范带动型、解决务工型、

反租倒包型、入股分红型等六种利益联结方式，引领农业特色

产业发展。目前，全县有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2 家、市级龙头企业 11 家，专业合作社 201 家，其中国家级合

作社 4 家、省级合作社 9 家、市级合作社 2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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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塑亮点，抓好品牌形象建设。出台《寻乌县推进富硒

农业产业发展打造富硒品牌建设实施方案》，按照“硒+N”模

式，发展“硒+农业”“硒+加工”等新业态，大力推进富硒农

业产业品牌发展。目前，全县富硒种植基地达 1.6 万亩，16 家

企业的 30 个品种获得富硒产品认证证书，其中，寻乌县东源果

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赣南脐橙和寻乌县羊角园果蔬有限公司生产

的辣椒酱 2个产品被江西省名牌战略促进会认定为 2020年“江

西名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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