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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1月 29日

赣州市以“思变”促“四变”统筹推动
松材线虫病防控和林下茯苓产业发展

近年来，赣州市林业部门立足工作职能，转变工作思路，找

准切入点、契合点，变不利为有利，将有害的染疫松树作为林下

茯苓种植的寄生木，引进企业在南康区、兴国县发展林下茯苓产

业，实现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林下经济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林农增收致富的共赢。

一、病树树蔸变“废”为“宝”。松材线虫病疫木伐除后，

因树蔸根深量大，一般采用药物并覆膜处理，待其自然腐朽。赣

州市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发展模式，引导村集体与茯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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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企业签订协议，由村集体动员组织农户将树蔸以 1-2元/个的价

格租赁给企业，或由村集体动员组织农户无偿将树蔸提供给种植

企业，企业在采收后，按 2元/公斤的标准支付租金等费用，将松

材线虫病疫木树蔸变“废”为“宝”。2020-2021年度，南康区横

市镇、坪市乡、大坪乡等 3个乡镇，利用疫木树蔸 150多万株，

发展茯苓产业 3万亩，兴国县杰村乡、社富乡、龙口镇等 9个乡

镇，利用疫木树蔸 170多万株，发展茯苓产业近 2万多亩。

二、茯苓产业变“小”为“大”。通过将松材线虫病防控与

林下茯苓产业发展相结合，南康区茯苓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1个乡

镇、几百亩扩展至 2021年的 3个乡镇 3万多亩，测算产鲜茯苓可

达 3000吨；兴国县茯苓种植面积由原来的 1个乡镇、几百亩扩展

至 2021年的 9个乡镇、2万多亩，测算产鲜茯苓可达 2000吨；示

范带动全市茯苓种植面积扩展至 6 万多亩，测算产鲜茯苓可达

6000吨，茯苓产业产值达 6000万元，林下茯苓产业由面积小、效

益低的小产业日益壮大成面积大、效益高的大产业。

三、基层林农变“亏”为“盈”。一方面，林农通过将病树树

蔸租赁给企业，获得一定租金或管理收益；另一方面，林农通过参

与企业种植务工，获得务工收益近 1万元/年，或收取企业支付的

有关管理费用，获得分红，彻底扭转原先伐除松材线虫病疫木无收

入、林农参与松材线虫病除治积极性不高的被动局面。

四、集体经济变“弱”为“强”。通过动员组织农户租赁树

蔸，南康区、兴国县发展茯苓种植的 12个乡镇下辖的各个村集体

预计可产生 320万元租金收益；按照收益分配原则，南康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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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向村集体支付 2元/公斤管理费用，其中村集体获益 1元/公

斤，按照鲜茯苓产量 100公斤/亩计算，村集体收益可达 100元/

亩，将有力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壮大。

市交通运输局聚焦“四个提升”
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2021年，市交通运输局紧紧围绕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农村

产品流通度、生活获得感和幸福感，全力书写好“交通+民生”“交

通+物流”“交通+产业”“交通+旅游”四篇文章，扎实推进全市

“四好农村路”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寻乌县、全南县分别获评全

国、全省“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一、聚焦提升群众出行便捷度，做好“交通+民生”文章。扎

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21年完成农村公路建设 2271公里，

完成投资 45.68亿元，其中升级改造完成 875 公里、美丽生态示

范路完成 458公里、旅游路资源路产业路公益事业路路网联通路

完成 140公里、危桥改造完成 63座，全面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全

市路容路貌焕然一新，极大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更安全、更快捷、

更舒适的出行需求。

二、聚焦提升农村产品流通度，做好“交通+物流”文章。鼓

励规模以上物流企业在乡村设立物流网点，截至目前，全市已开

通 1151条乡镇邮路，100%覆盖市至乡镇邮路；已建成县级物流分

拨中心（或快递网点）25个，覆盖率达 100%；乡镇物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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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快递网点）1461个，覆盖率达 100%；已建成“村邮乐购”站

点 3848 个，规划再建 628个，达 4476个，100%覆盖一类村庄，

着力实现“货畅其流”目标。

三、聚焦提升群众生活获得感，做好“交通+产业”文章。依

托“美丽公路+产业”，把农村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

展优势，脐橙、紫山药、百香果、红心柚、金丝皇菊等特色产业

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更多的产业依托便捷的公路走出大山，

走向市场，呈现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美的新景象，美丽

公路运营出“美丽效应”，群众的收入愈加殷实。

四、聚焦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做好“交通+旅游”文章。依

托“美丽公路+旅游”，打造全域景区化旅游，涌现出大余丫山、

安远三百山、崇义上堡梯田等 69个乡村旅游景点，推出脐橙采摘

游、乡土民俗旅游、农家乐等乡村特色旅游，既为农村地区带去

了人气、财气，又进一步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健全机制 突出重点
上犹县真抓实干促乡村全面振兴

近年来，上犹县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进一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突出抓好产业发

展、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重点工作，

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一、健全监测帮扶机制，启动乡村振兴“强引擎”。按照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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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续压实、政策总体稳定、帮扶队伍不撤、监管力度不减的总

体要求，充分发挥民政、扶贫、教育、人社、住建、医保等现有

数据平台预警前哨作用，建立健全快速核查和响应机制。对认定

的监测对象，加大帮扶力度，实施分类管理、因户施策，及时消

除风险。进一步优化教育、医疗、住房和安全饮水等帮扶政策，

完善兜底保障政策，着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2021年安排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资金 2.18亿元、项目 261个，确保

产业、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整村推进、基础设施等方

面的有序推进；分别制定乡村“五个振兴”工作方案，明确产业

就业等 10个方面的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策措施。

二、发展壮大特色产业，点燃乡村振兴“加速器”。积极落

实帮扶政策，强化“五个一”产业扶持模式和“一领办三参与”

产业合作形式，加大对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致富带头人

等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大力培育构建特色产业体系。围绕农业

首位产业（茶叶）和主导产业（油茶、蔬菜、食用菌等），不断

挖掘乡镇特色产业，大力推行规模化生产、生态化加工、网络化

销售，打造上犹消费帮扶品牌，助推农业产业提档升级。2021年

安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8729.3万元，带贫

经营主体 775家，实现全县 131个行政村全覆盖。

三、促进脱贫人口就业，注入乡村振兴“永动力”。创新开

展“6+1”就业帮扶模式，吸收更多脱贫人口创业就业。加大乡镇

招商引资力度，培育更多市场主体，扶持龙头企业发展乡村就业

帮扶车间，促进农民在家门口创业就业增收。围绕玻纤新型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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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等重点产业用工需求，与职业院校、园区企业、社会化培训

机构等培训主体深度衔接，培养一批产业技术工人，助推农民提

升就业技能。2021年安排农村就业扶贫公岗 3205人，发放公益性

岗位人员工资补贴 1351.67万元；全县乡村就业帮扶车间 121个，

对脱贫人口以及吸纳脱贫人口务工企业发放工资、场所补贴

856.45万元；对10774名外出务工人员发放交通补贴502.19万元，

落实“雨露计划”培训补助对象 1425人、资金 427.35万元。

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振兴“后发力”。加快乡

村交通物流网络、水利工程网络、信息通信网络建设，积极推进

乡村现代能源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深入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统筹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理，健全村庄环

境常态化长效管护机制。努力开展美丽宜居村庄和美丽庭院示范

创建活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由基础整治向品质提升迈进。加大

对“十四五”乡村振兴重点村的帮扶力度，加快乡村振兴示范点

建设，推进宜居宜业村庄建设。落实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571处，

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分别达到 94.51%、91.17%，实现脱贫

村组全覆盖。开展 3轮供水工程出厂水和末梢水水质检测，水质

达标率 100%。

五、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积极落

实“双减”政策要求，优先优质促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不断落

实健康帮扶各项政策，提档提效推动乡村健康事业发展。着力培

育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助推乡村综合服务能

力提升。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深入开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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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教育、“乡间夜（午）话”等活动，塑造文明乡风，持续激发

脱贫群众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成果。加大控辍保学力

度，安置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369人；落实学生资助政策，资助学

生 20786人次、发放资金 1346.77万元；为 4334户高校生办理助

学贷款 3802.74万元；脱贫人口住院市域内就医实行“先诊疗后

付费”、“一站式”结算，“一站式”同步结算 16779人次，总

计费用 11142.62万元，报销 10041.23万元，报销比例为 90.12%。

崇义县增强林改内生动力
推动林业产业多元融合发展

近年来，崇义县以林改惠民政策为驱动，引导经营主体创新

发展，组建民营林场抱团经营，增强林业改革内生动力，辐射带

动林业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打造小林农户和现代林业发展有机衔

接的“崇义样板”。截至目前，全县经工商注册的民营林场有 43

个，经营总面积 30万亩，占全县林地面积的 12%，产值达 40亿元。

一、培植民营林场，探索规模经营新途径。一是组建家庭联

户型民营林场。引导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充裕劳动力的林农自发

自愿联合在一起，按林地使用权面积由林农自行投劳、投资、分

配收益组建家庭联户型民营林场。如长龙镇新溪村新地组联户造

林模式，按人均 1000元出资造林，合计集资 12.4 万元，造林资

金 420元/亩，剩余 28660元作为造林后的抚育资金，收益按出资

人口 124人进行分配。二是组建股份型民营林场。引导无力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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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伐迹地更新造林的林农，以林地使用权入股、老板以资金入股，

实行股份合作制，林农不再承担投资风险，利益按 4：6比例分成

的方式组建股份合作型民营林场。三是组建大户承包型民营林场。

引导无力投资、管护或一心外出打工的林农，以林地使用权和现

有林木所有权作价出租组建大户承包型民营林场。如长龙镇大摆

村岗上组林地租赁造林模式，通过公开招标，山场单价 1150 元/

亩，租赁时间 30年。

二、强化政策扶持，构建林业增效新格局。一是完善政策支

持措施。出台《关于加快现代林业建设的意见》《森林采伐管理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系列配套改革文件，规范产权流转交易，

全力扶持民营林场创新发展。实现每年新增造林面积约 2.8万亩，

林地产出率与靠天取予时期相比提高 2至 3倍不等，民营林场在

培育、保护等方面的生产成本比一般户低 10%，产量提升 12%，产

值增加 15%，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二是发挥

资金撬动作用。通过林业项目工程、林权抵押贷款贴息等倾斜政

策，扶持民营林场发展壮大。2002年至今累计兑现项目资金 3730

万元，每年为民营林场申请林权抵押贷款贴息资金达 200万元以

上，并协助金融机构办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贷款 1.4

亿元，缓解民营林场的资金周转压力。三是强化技术服务保障。

组织派出素质高、业务精、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与各个民营林场

结成对子，无偿提供“一对一”的技术支撑，重点协助民营林场

把好生产经营的“规划关、种苗关、培训关”。截至目前，共派

出业务骨干 43人，开展林场培训 20余场，有力提升民营林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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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经营管理水平。

三、示范带动引领，摸索林农增收新方法。一是示范带动林

农增收。通过“民营林场＋基地＋贫困户”等经营模式，带动更

多林农投身发展林业。如全县最大的民营林场永乐林源有限公司

通过优先安排就业、“公司+基地+贫困户”等多种运作模式，带

动当地贫困户就近务工，共吸纳 12名脱贫户就业、户均年增收 2

万元以上。二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搭建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平台，组建民营林场协会，围绕“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充

分发挥“助手与参谋”“桥梁与纽带”作用，争做国家政策法规

的宣传者、政府决策的支持者、林业企业诚信自律的倡导者、合

法权益的捍卫者、林业产业科技创新的推动者、行业信息的提供

者。三是灵活共享收入成果。民营林场企业通过“金融贷款、公

司带贫”金融服务模式，与 102名脱困户建立金融分红的利益联

结机制，金融分红户均 4300元以上，确保脱困户通过发展林业产

业增收致富。

石城县“三融”深度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近年来，石城县贯彻落实上级“抢抓机遇加快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的要求，千方百计布网络、畅通道、强合作，突出交流融

通、产业融合、消费融入“三融”抓手，争当对接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排头兵。

一、推进交流融通，双向高效流动。一是深化友好城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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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支点”。与罗湖区签订《深化友好城市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在产业合作、文化旅游等方面达成 11条协议，13个部门单位

与罗湖区对口部门建立交流合作机制，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立友好合作联系，双方互派交流考察团队 3批次 26人次。二是加

强湾区商会建设，广布“网络”。在深圳、东莞、佛山等经济发

达地区全面建立县级外埠商会，并依托商会搭建招才引智联络站

点，引导“赣商回巢”“赣才回归”。2021年，依托湾区外埠商

会开展专场招商推介活动 6次；湾区外埠商会组织返乡投资考察 7

批次、50余人次。三是重视引才育才，擦亮“探头”。每年择优

选派若干名干部、优秀教师到罗湖区跟岗学习。与罗湖区委党校

正式签订交流合作协议书。选派 2名干部赴广州市挂职锻炼；派

驻 2名招商小分队队员在江西商会驻点招商。

二、推进产业融合，承接产业转移。一是建强园区平台，夯实

承接基础。引进 PPP公司专业从事园区开发和标准厂房建设，2021

年“一园四区”新开发面积 1000余亩，新建标准厂房 25万余平方

米。二是精准招商选资，加强产业承接。先后考察深圳华强方特集

团、东莞站胜集团等湾区企业、项目 20多个；签约落地项目 2个，

均为投资 10亿元以上项目。三是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洼地。

深化与大湾区政务互通，与深圳市罗湖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初步达成

跨省通办协议。实施企业开办及注销、不动产登记等 14大提升行

动，完成首批 125项行政许可事项整体划转，累计减环节 26项、

减材料 31项、减时限 43.5天，企业开办时间由 1天压缩为 0.5个

工作日内；公布“最多跑一次”事项目录清单 110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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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消费融入，共享优质生活。一方面注重引客入县“开

源”。面向大湾区旅游市场，依托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中国温

泉之城品牌，全力推进天沐温泉、研学基地、闽粤通衢历史文化

街区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建设一批夜游项目，推出一批特

色温泉产品，努力将石城打造成为“湾区精品后花园”。抢抓赣

深高铁开通契机，计划开通旅游专列与接驳班线，深入湾区开展

落地营销，加强与湾区旅行社合作，千方百计招引“湾客”入县。

另一方面强化产销合作“建链”。强化产销对接，搭建双向产业

合作链条，充分融入大湾区市场。建设供深蔬菜产业基地 2000余

亩，与深圳、东莞等地多家商超总部和大型企业员工膳食服务供

应商就石城白莲、蔬菜、贡米、山地鸡、脐橙等优质农产品达成

供售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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