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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4月 22日

市住建局深入实施城市功能与品质
提升行动助推城市提档扩能

近年来，赣州市住建局深入贯彻落实省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三

年行动的决策部署，较好完成“三年进一流”的目标任务，连续两

年荣获全省综合考核先进城市。在取得良好成效的基础上，全面启

动我市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行动 2.0版，助力城市能级提升。

一、强化调度机制，工作统筹运转有序。建立城市能级提升

行动“一办四组”组织架构，出台《2022年赣州市城市能级提升

行动工作方案》，制定全市 376个项目“一项目一方案”，建立

“每月一调度、每季重点工作一通报、一年一考核”调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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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后第一时间组织召开全市能级提升领导小组扩大会议，3月份

开展重点项目现场调度，一季度共发出提醒函 36份、督办函 7份、

每周工作动态 6期。

二、畅通交通路网，促进五区互联互通。赣南大道快速路三

标、四标已开工建设，蓉江三路综合管廊基本完成，螺溪洲大桥

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蟠龙大桥完成工程量过半，南河大桥拓宽改

造二期提前建成通车，16条城市主干路开工 13条。新增了 2条快

速公交、优化了 3条公交线路。有序推进蓉江新区、高铁新区、

三江口片区、水西组团控规修编。高铁新区成立了建设指挥部，

环境整治项目启动推进，29个项目集中开工。蓉江新区起步区建

成一批支路路网，进一步畅通城市交通循环。

三、注重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全民健身中心一期

综合体育场混凝土主体封顶，七鲤古镇文化旅游建设项目游客中

心基本完成装修，东阳山等 3座人行天桥开工建设，完成了《赣

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盐街上、石板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规划，启动了江南宋城 5A级景区提升规划和姚衙前历史文化街区

修建性详规编制。完成老旧燃气管网改造 20.85公里、新建市政

中压管线 18.5公里。2022年全市 151个老旧小区改造稳步推进，

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工 1.06万套、开工率 89.4%，保障性

租赁住房开工 1.1万套、开工率 71.53%，人才小镇一期主体封顶、

二期正在进行土方工程施工，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累计建成数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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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市荣获 2021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和发展

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国务院督查激励。

四、完善基础设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县城城市体检

全覆盖，15个县（市）正扎实推进道路桥梁、环保设施、安居保

障、环境整治、公建配套等方面的 298个城建项目建设。全南 AC

万豪酒店完成主体工程，兴国 2022年度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正

进行基础施工，上犹南坝城市棚户区改造生活区已完成路基及室

外铺贴施工，三南共建标准厂房示范园项目 4亿元资金撬动 15.9

亿元融资，瑞兴于快速交通走廊兴国段完成前期工作，信丰 5G智

慧产业园市政配套已进入收尾阶段。有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稳

步推进示范乡镇建设，全面启动美丽乡镇建设五年行动。全市 1600

个圩镇水电路、集贸市场、物流、养老等设施建设项目，开工 322

个、开工率 20%。

赣州经开区激发科创活力打造“智造”强区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聚焦问题短板，拉高工作标杆，深入

实施科技创新赋能行动，科技创新驱动力明显增强，为赣州打造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贡献力量。

一、“揭榜挂帅”硬核攻关。出台《赣州经开区 2022年一季

度强钻劲，科技创新赋能“揭榜挂帅”攻关行动工作方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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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23名科级干部担任科技特派员，精准帮扶 79家重点企业科技

创新。建立工作台账，所有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

常态化调度，定期编发战报，实行每周调度、每月研判。召开政

企圆桌会听取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相关部门现场答复，明确完

成时限和工作要求。邀请各级媒体开展创新工作采风，全方位、

多维度宣传报道典型做法，营造奋勇争先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

社会 R&D经费支出占 GDP比重超 3%；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4.3亿元；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21.85亿元，同比增长 76%；高新

技术产品进出口额 45亿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 40%；高技术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7192万美元，增长 575.3%。

二、“专精特新”小步快跑。一季度 26个科技赋能项目完成

投资 18亿元，超额完成季度目标任务。大力实施第二轮“预见独

角兽”计划和专精特新“萤火虫”点亮行动，发挥领导干部挂点

和科技特派员的作用，督促、指导企业做好研发费用统计上报和

研发机构组建申报等工作。今年以来，冠英智能科技、熙帝生物

科技等 32家企业获评科技型中小企业，占赣州 1/4；柏瑞凯电子、

富尔特等 37家企业获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金信诺电缆获评

省级专业化小巨人企业，数量居赣州第一。加快建设创新平台，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江西分中心正式落户，好朋友科

技获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获批省级专

家工作站，西城科技园获批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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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才引智”升级加码。一季度兑现科技惠企政策 2000

余万元，惠及科技型企业 100余家。通过各类方式解决企业融资

需求 125.96亿元，其中通过财园信贷通等 7类信贷通解决企业融

资需求 8.2亿元。出台北交所上市区级扶持政策，金力永磁实现 H

股上市，成为全市首家“A+H”上市企业。完成首单 QFLP业务落

地，首笔外汇进资 6000万美元，成为全省、中部六省首个实现 QFLP

基金业务试点成功落地的地区。持续加大招才引智力度，对人才

给予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关怀，打造“心灵的港湾”，敞

开“来了就是经开区人”的胸怀，一季度引进高层次人才 12名，

行业急缺紧缺人才 79名。

安远县“五办”改革打造“安心办”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安远县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

府关于发展和改革双“一号工程”要求，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难

点、痛点、堵点问题，创新推行“五办”改革，不断提升政务服

务效能和企业、群众满意度，全力打造流程更少、速度更快、成

本更低、事项更全、效率更高、服务更优的“安心办”营商环境。

一、碎片业务“融合办”

瞄准企业开办、工程项目审批等业务，整合服务窗口，设立

一站式服务和审批专区，实现碎片化业务融合办理。一是创新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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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办“1+0”。推行企业开办“一个环节、零成本”“一网通办、

零材料”“一次办结、零次跑”“一窗办结、零距离”4个“1+0”

改革举措，实现办事各环节即申即办。二是设立综合服务窗口。

全面整合市场服务、社会和农业事务服务窗口，设立市场服务与

社会事务一站式综合集成服务专区，目前已进驻事项 216项。三

是推行一站式集成审批。设立工程建设项目一站式集成审批专区，

按照一个阶段、一张表单、一套材料的要求，将工程建设项目涉

及的 39个审批事项全部进驻专区，实现一站式集成审批。

二、企业服务“定制办”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定制化服务。一是

创新“政务管家”服务机制。推行一企一专班、一企一通道模式，

实现“点对点”服务。为 119个重点项目企业打造一企一案、专

人专班的“政务管家”定制服务，实现企业服务更加精细、更有

温度。二是创新“五心+五办”帮代办服务。秉承受理热心、环节

细心、过程贴心、服务用心、群众安心的服务理念，推行全程办、

免费办、靠前办、延时办、上门办的工作法，打造有品质的帮代

办服务。目前，已梳理帮代办事项 135项，为企业群众提供线下

帮代办服务 3976次、线上帮代办 1312次。

三、园区事务“园内办”

围绕工业园区项目建设、企业及群众服务等事项，实现园区

事务在园内即可办理。一是“云上办”。在工业园区打造智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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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大厅，推进数字化建设，配齐企业开办、审批服务、公共服务

等自助服务终端，与企业及职工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

实现了“不见面”办理。二是“全链办”。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

全面梳理涉企审批服务事项，将一批符合实际需要、有利于高质

量发展的审批权限，全链条赋予工业园区管委会，将部门涉企事

项窗口前移。目前，为园区企业及群众提供“园内办”服务 1500

余次。

四、民生业务“指尖办”

聚焦民生业务，进一步拓展“赣服通”等平台服务功能，全

面提升民生业务“指尖办”水平。一是推动“赣服通”安远分厅

迭代升级。完成上线 1098个涉企便民服务事项，建成数字乡村、

旅游、人才、无证办、惠企政策兑现、不见面专区等特色服务专

区，并打造“赣通分”信用办新模式。二是打造线上线下“免证

办”大厅。在大厅及“赣服通”安远分厅上线 67个无证办事项，

办事企业和群众可以通过刷脸、扫码、亮码等方式，实现政务服

务无证办理。三是推行“不见面办”改革。深化“一次不跑”、

全流程网办、并联审批、帮代办、免费邮寄等改革，深化高频民

生事项“不见面”改革。目前，已实现 607个事项“不见面办”。

五、便民服务“就近办”

以基层服务标准化建设、基层放权赋能改革为抓手，全面提

升基层政务服务水平，实现便民服务“就近办”。一是打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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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便民服务圈”功能板块。全面推进乡村两级便民服务中心服

务规范化、事项标准化、流程智能化、平台集成化改革。目前，

全县所有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实现高标准建设，规范化建设 176

个村级点，打造一支 500余人的帮代办队伍，统一乡（镇）服务

事项 132项，村级帮代办服务事项 60项。二是深化基层放权赋能

改革。推进赋予乡（镇）县级审批服务执法权限工作，全面做好

网络支持、政策解读、人员培训等保障。同时，将个体工商户登

记等 26个市场服务事项下沉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就近办理，进一步

打造“家门口”服务。目前，已办理乡（镇）市场服务业务 3615

件。三是推动“全县通办”改革。与乡（镇）、社区签订“全县

通办协议”，并开设“全县通办”专窗。目前，108个事项实现全

县通办、跨乡（镇）可办。

瑞金市多举措发展富硒产业
绘就新“硒”望

近年来，瑞金市立足富硒土壤资源，以种养业、加工业和休

闲康养服务业为切入点，遵循“系统化、科学化、标准化、智慧

化、品牌化”的原则，推进富硒扩面种植、产品研发、标准编制、

营销推广、品牌建设“五大行动”，高标准建设赣州市级富硒示

范基地，推动“硒+农业”“硒+加工物流业”“硒+康养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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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公共服务平台”发展，探索出一条富硒资源变富硒、富民产

业的瑞金路径。

一、 摸家底，重规划。摸清富硒土壤资源的家底，全市调查

发现富硒土地面积 17.8万亩，圈定富硒农业产业发展区 15处。

统筹布局富硒农业产业的高标示范、科技创新、加工升级、硒养

健康等功能板块，谋划打造“一心两带六区”（一心：江西瑞金

富硒科技创新中心，两带：东西向富硒产业发展带、南北向富硒

产业发展带，六区：脐橙、蔬菜、粮油、白莲、茶叶、禽畜 6大

富硒农业产业区）的富硒产业，形成各板块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

二、 抓示范，带全面。按照“七个有”（有办公室，有组织

机构，有技术规范，有发展规划，有管理制度，有产品展示柜，

有注册品牌）的标准打造富硒示范基地 11个（其中赣州市级高标

准示范基地 1个、赣州市级示范基地 6个），通过建立返租、合

营、务工三种利益链接机制，实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销

售，菜农负责投入劳力，合作社负责技术指导、销售，收益采取

三七分成，实现了通过示范基地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如，位于瑞

金市谢坊镇大嵊背村的瑞金市农丰源果蔬专业合作社富硒示范基

地，其中种植富硒哈密瓜 720亩，富硒西葫芦 650亩，带动 30多

户周边菜农抱团发展，每亩纯收益达 5000元，每户菜农收益达到

6-10万元。

三、 树品牌，拓市场。培育富硒农产品品牌，引导企业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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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农产品品牌商标 2个、富硒农产品品认证 47个，引导 10家

企业经检测达到富硒标准的产品，推出“硒”字样标识的外包装

进行宣传。全市培育富硒脐橙、富硒蔬菜、富硒大米、富硒水果、

富硒油茶、富硒咸鸭蛋、富硒莲子等 10多类富硒农产品品牌。瞄

准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市场，开拓全市富硒农产品进入大湾区市场

销售渠道，积极组织富硒农产品通过专柜形式参加中国农民丰收

节、中国农交会、江西生态鄱阳湖绿色农产品（上海、广州、深

圳）展销会，展销会上瑞金市廖奶奶富硒咸鸭蛋、富硒脐橙、富

硒大米、富硒莲子等富硒农产品得到广大消费者的充分认可，市

场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得到进一步提升。如，瑞金市农丰源果蔬

专业合作社富硒西葫芦，瑞金市拓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富硒美人

椒（海花红），江西百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富硒娃娃菜，瑞金叶

坪现代九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富硒黄瓜，通过以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生产基地为平台结合富硒品牌成功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

订单量及销售单价均比以往高出 1.3倍以上。

四、 搭平台，优服务。搭建富硒农业管理服务中心和技术培

训中心，邀请了富硒脐橙、富硒蔬菜、富硒莲子等方面的专家及

技术人员累计 10余人实地走访富硒经营主体，并为其提出相关解

决办法和意见。每年集中组织 1次富硒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开展富

硒农作物种植培训，有效提升农民种植技术水平，提高富硒农产

品的品质和产量。有效应对富硒农业产业链中的各项产业统筹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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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问题，并针对富硒农业产业的相关经营主体在经营过程中所遇

到困难提供支持服务，今年以来已扶持 5家富硒企业申报赣州市

富硒产业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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