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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五型”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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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5月 12日

【五一“不停工不停产”专刊】

赣州市以“四个突出”落实“五一”不停工

“五一”期间，赣州市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重

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工作要求，按照“应开早开、

应建快建”原则，扎实推进“五一”期间重大项目不停工，加

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全力以赴强攻二季度、确保双过半。

一、闻令而动，落实上突出快。4月 22日，全省“强攻二

季度、确保双过半”动员会召开后，赣州市积极响应、迅速部

署，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五一”期间“两不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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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率先印发《关于“五一”“端午”期间推进重大项目不

停工的通知》，制定强化项目进度调度、严格施工安全监管等

8条“硬核”措施。各地围绕优化项目审批服务、形成更多实

物工作量等方面，两天内跟进出台本地方案，迅速形成全市

“1+20”推进重大项目不停工政策体系。

二、市县联动，推进上突出实。坚持每日调度制度，逐日

通报各地不停工项目在岗人数、完成投资等主要情况，督促项

目单位在保安全、保质量前提下加快推进建设。37名市厅级以

上领导带头深入 219个项目一线开展走访慰问，保障防疫、生

活物资，并指导项目单位科学施工，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 98

个。4月 30日、5月 4日，全市先后安排 20个工作组赴各地

开展项目调研，核实项目进展情况，收集需省、市协调解决的

困难问题。5月 2日，安排 3个督导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

随机抽取 25个项目进行实地核查，督促加快项目建设。

三、强力推动，保障上突出强。强化重大项目用工、用能

等要素保障。筹集资金 1000万元，按照每人 200元/天标准，

向不停工项目在岗施工作业人员发放伙食补助。“五一”期间，

市级共调度不停工项目 712个，推动 25个项目新开工，特别

是一批重大项目完成节点性工程。其中，格力电器智造项目总

装车间第一条生产线完成设备调试，有望实现 7月 1日投产；

佳纳能源电池生产项目一期主体完工、正在收尾，为“双过半、

全年胜”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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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泛发动，宣传上突出精。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微

信、短视频、客户端等宣传载体，滚动播报各地不停工项目进

展情况，推动各项目单位自我加压，增加人员设备，全市上下

形成“大干项目、大抓落实”浓厚氛围。吉利电池、中科院赣

江创新研究院、信雄高速等不停工项目日均施工人数在 600人

以上，“五一”期间全市累计投入施工人数 26.5万人次。

赣州经开区“三不停”全力奋战促发展

“五一”期间，赣州经开区认真贯彻落实“重大项目不停

工、重点企业不停产”的部署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扎实推进“招

商引资不停步”，始终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大

力推进“快进二季度、强攻双过半”。

一、重大项目不停工。印发《关于开展“五一”假期重大

项目不停工、工业企业不停产“快进二季度，强攻双过半”活

动的通知》，组织全区首席服务员、科技特派员、上市辅导员

对挂点企业进行走访，开展“政策宣讲、服务上门、安全排查、

走访慰问、宣传报道”等“五个一”活动，主动上门为企业送

上防疫、降温防暑、食品等物资，指导做实做细疫情防控措施。

同时，成立由区分管领导任组长的重大项目每日走访专班，10

个工作小组每日对重大项目进行走访，核实项目现场施工人

员，了解项目每日完成投资情况，协调解决项目建设过程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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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问题，督促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五一”期间，

通过开展大走访行动等途径，共收集企业反映问题 54个，已

帮助解决 54个，解决率达 100%。全区 331个项目积极响应“不

停工”号召，现场施工人数 5.47万人次，形成实物工作量约

26.8亿元，其中 49个省大中型项目、16个省市县三级联动项

目全部加紧施工，不停工率达 100%。

二、重点企业不停产。组织 364名首席服务员对 295家规

上工业企业进行了全覆盖走访，全面落实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和应对疫情助企纾困省“28条”、市“34条”、区

“36条”和省促进工业平稳增长“25条”等系列政策措施。

特别是对一季度营收超 2亿元的 21家企业点对点宣传不停产

奖励政策，为政企齐心“两不停”营造良好氛围。同时，由区

主要领导带队，前往吉利动力电池、嘉福万达广场、星洲润达、

新旅四季文旅城等项目一线开展实地走访，督促项目在做好安

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的同时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五一”期间，

全区 29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部不停产，不停产率达 100%，

每天近 5万名员工上岗，合计完成产值约 22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21家营收超 10亿元企业员工在岗率 100%。

三、招商引资不停步。制定《赣州经开区“五一”期间“走

‘近’粤企”南融招商访亲行动工作方案》，成立 14个招商

小组、携带“两图一册”（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招商图

谱、电子信息产业链招商图谱、双首位产业链重点招商目标企



5

业册）分头行动。“五一”期间，全区共外出走访企业（商会）

57家，接待客商 43批次，举办“三请三回”活动 9场，洽谈

项目 95个，其中，区领导带队外出走访对接 12批次，拜访企

业（商会）32家，洽谈项目 30个。今年来，集中签约项目 12

个，签约资金 110.3亿元。全区累计签约项目 47个、签约金

额 706.6亿元。

宁都县“两手抓、两不误”确保“两不停”

宁都县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要求，统筹疫情防控和

项目建设、企业生产,做到“两手抓、两不误”，推动全县重

点项目建设和重点企业生产“火力全开”。“五一”期间，全

县 33个在建省大中型项目、省大中型清单外亿元以上集中开

工项目不停工，82家重点企业不停产，1.52万名工人坚守生

产施工一线，完成投资额 4.02亿元，实现产值 1.66亿元。

一、下好“先手棋”。一方面宣传造势。制定出台《关于

“五一”期间推进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的通知》，

并通过《致项目建设单位和企业的一封信》、制作“抖音”小

视频等方式，大力宣传补助政策、保障措施等。同时，组织多

名记者深入项目、企业一线，记录建设、生产场景、采访一线

人员，通过“今日宁都”“宁都县融媒体中心”“掌上宁都客

户端”等平台，对 20家企业、10个项目“两不停”火热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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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宣传报道，营造浓厚氛围。另一方面专班摸底。节前，组

织发改、住建、交通运输、工信、商务等部门联合组建 5个工

作专班，分组深入项目、企业一线开展调查摸底工作，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全县省大中型项目、省大中型清单外亿元以上

集中开工项目和重点企业全部实现不停工、不停产。

二、打好“组合拳”。一是项目审批不打烊。组织行政审

批部门值班人员集中办公，并联推进规划、环评、安评、施工

许可等开工前手续办理，最大限度缩短项目审批时限。“五一”

期间，共办理政务服务事项 1060件。二是保障要素优服务。

聚焦项目建设用地、用林、用工、用能、建材等需求，精准梳

理项目推进堵点、难点，搭建节假日“一对一”沟通服务平台，

针对项目、单位材料运输、水电气供应、金融服务等困难需求，

实行专人对接、专班办理、回访问效等链式服务，切实当好“店

小二”。“五一”期间，共帮助企业、项目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 98个。三是深入一线勤走访。按照“十联”工作法，建立

一名分管县领导、一名项目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一个走访调

研组“三个一”机制，16名县领导率责任单位深入不停工项目、

不停产企业进行全覆盖走访慰问活动，送上防疫、降温防暑、

食品等物资，并督促加强施工安全监管，确保安全稳定。

三、当好“督查员”。为确保各项工作有效落实，由县委、

县政府督查室会同县发改委、县工信局组建联合督查组，逐一

现场核实“五一”期间不停工、不停产施工人数，现场查看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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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等情况。实行“每日一调度”“每日一通报”

机制，对工作落实不到位、不作为、慢作为、推诿扯皮的，进

行严肃追责问责。“五一”期间，共对 33个重点项目、82家

重点企业开展督查 5次，有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崇义县用好“三器”助力“两不停”

崇义县聚焦“强攻二季度、确保双过半”部署，多措并举

推动“五一”期间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推动县

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一、借助宣传“放大器”。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深入企业

走访宣传中央和省、市各级纾困惠企政策，推动有连续生产计

划的企业满员上岗、满负荷生产，动员假期放假企业安排加班。

“五一”期间，实现 28个重点项目不停工、15家规上工业企

业不停产。二是营造浓厚氛围。在项目责任单位和施工单位做

好宣传动员，在工地、车间悬挂“用劳动庆祝劳动节”“强攻

二季度，奋战双过半”等宣传横幅，营造出浓厚的项目建设、

企业生产氛围。三是积极引导舆论。制定宣传方案，派出记者

全过程跟踪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情况；开设“五一”不停工、

不停产专栏，集中报道全县重大项目、重点企业热火朝天的建

设、生产场面，“五一”期间共发表相关报道文章 16篇。

二、开启调度“加速器”。一是系统性谋划提升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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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进行工作量化，以最小颗粒度分解总任务，按照一个项目、

一家企业、一套方案的方式，明确工作责任和内容，确保“五

一”期间不停工、不停产落到实处，沟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企业生产中存在问题，帮助解决企业各类问题 105个。二是矩

阵式管理凝聚战斗力。实行县级领导包保、牵头部门具体负责、

涉及要素保障部门配合的包保机制，牵头县领导落实一对多走

访，送上防疫、食品等“大礼包”，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相关节

假日工人加班福利待遇，协调解决问题。截至 5月 4日，20名

挂点县领导共现场调研 28个重大项目、15家规上工业企业，

实现了全覆盖。三是数字化手段增强服务力。用好“赣服通”

等数字化政务改革成果，实行预约、延时、错时服务等便民服

务，为“两不停”提供全天候政务服务。对重点项目和企业成

立工作专班，实行蹲点帮扶，全力保障企业用电、用水、用工

的正常需求，58个事项实现审批环节压减，办理时限平均压减

4个工作日。

三、用好政策“助推器”。一是制定两不停补助政策。对

“五一”“端午”不停工重大项目连续施工的一线施工作业人

员和管理人员两次假期分别给予 200元、100元伙食费补助。

“五一”期间 28个项目一线工作人员 1500名，补助资金 30

万元。二是落实助企纾困政策。积极落实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

支持政策和应对疫情助企纾困省“28条”、市“34条”等系

列政策措施，每周调度兑现金额、兑现企业数、企业受益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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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今年以来，累计减税 1260万元，缓税 2198万元。三是激

活潜力提振消费。开展“五一”期间商贸文旅促销活动，激活

春季文旅商贸消费潜力，充分挖掘消费热点和增长点。发放 100

万电子消费券，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 20余场，活跃消费氛围，

释放消费潜力。

龙南市强力推进“五不停”

“五一”期间，龙南市以昂扬斗志坚决稳住发展、防住疫

情、守住安全，强力推进“重大项目不停工、重点企业不停产、

重大招商不停步、促进消费不停顿、春耕生产不停歇”，利用

一切时间和条件，争分夺秒、紧抓快赶，强攻二季度、确保双

过半。

一、最高站位抓部署。党政主要领导深入一线调度调研“不

停工不停产”及疫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明确全部规上工

业企业都要连续生产，28家重点企业、列入 2021年度赣州市

重大项目流动现场会参观点的有关企业予以重点关注。“五一”

期间全市 123个重大项目、171家重点企业不停工、不停产，

共有一线在岗职工 4.46万余人。

二、最大力度抓保障。在上级奖补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扩

面、提标、增效，充分备好假期政策工具箱，让企业吃下“定

心丸”，为项目添加“催化剂”。制定出台应对疫情助企纾困

政策市“38”条。明确对法定节假日不停工重大项目的一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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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人员、施工管理人员假期分别给予 200元、100元伙食

费补助。市本级配套发放 50万元共 5000份文旅商贸电子消费

券，组织开展“五一国货名物节”、“51减价大放送”等促消

费活动，拉动市民消费 1000万元左右。利用座谈会、上门拜

访和举办“小而精”招商活动等形式途经，对外宣传招商引资、

招采引智系列政策。“五一”期间，20个招商招才团外出走访

企业（商会）38家次，接待客商 20批次，洽谈项目 29个。

三、最硬措施抓推进。市领导分赴挂点项目、安商企业全

覆盖走访慰问 220余批次，送上慰问物资,开展“一对一”宣

传动员，解决实际困难。“五一”期间，项目审批不打烊，坚

持特事特办、快事快办，实行“容缺+承诺制”审批，快捷高

效办理各项审批事项，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对上级和

市本级出台的各项关于支持“两不停”的惠企政策细化梳理，

指导符合政策的相关企业规范填报申请材料，及时全面兑现相

关政策，确保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 15

条硬措施，组成 29个由市领导任组长的安全生产督导组，赴

园区和各乡镇现场督导，为“不停工不停产”保驾护航。

全南县全力“强攻二季度”，确保“两个不停”
落快、落细、落实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

全南县积极动员鼓励“五一”期间重点企业不停产、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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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工，强攻二季度、确保双过半。截至 5月 5日下午，全南

县有 76家规上企业不停产，27个重点项目不停工；18个省大

中型项目和 9个一季度省大中型清单外亿元以上集中开工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5.39亿元，超预计完成投资 126.7%，累计在岗

作业人数 18954人，超预计在岗作业人数 86.2%。

一、提前部署，在“快”字上下功夫。出台《关于切实做

好“五一”“端午”假期重大项目不停工工作的通知》，部署

“五一”期间重点项目重点企业不停工不停产事宜。4月 28日

起，连续每天在全南微新闻公众号上宣传“不停工”项目火热

场面和领导调研走访情况，扩大知晓面，全力营造项目“不停

工”浓厚氛围，同时上门宣传好省、市、县助企纾困解难政策

鼓励项目单位及企业“五一”期间不停工不停产。

二、助企服务，在“细”字上下功夫。为了确保“两不停”，

全力做好用电、用水、用气、用工以及防疫物资生产要素保障。

同时组织开展企业特派员大走访行动，建立“一名分管县领导、

一名项目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一个走访计划”互联互通机

制，工信、发改等牵头部门和帮扶单位，下沉到企业车间、项

目现场一线指导生产、统筹调度，联合协调解决走访慰问过程

中项目单位提出的问题和困难，“五一”期间，累计 29人次

县领导走访慰问了 72个项目。其中，江西华派光学镀膜产品

及设备生产项目“五一”期间受客户到期回款延长等影响，出

现资金紧张问题，企业帮扶单位主动联系金融部门，积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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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服务，迅速为企业办理同类产品最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并

增加信贷额度，最终为企业审核办理 6000万元信贷资金，全

力帮助项目渡过难关。

三、现场督导，在“实”字上下功夫。“五一”期间，全

南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进行“四不两直”督查，对 76家不停

产规上企业、27个不停工重点项目现场生产施工情况进行督

查，并督查结果纳入年底八大行动考核。除 18个 2022年全县

省大中型项目、9个一季度省大中型清单外亿元以上集中开工

项目外，同时对 13个专项债项目、12个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

及在建的 80个“县八大行动”工程建设类项目项目实行“每

日调度、期末通报”，强力攻坚二季度，确保实现“双过半”。

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电话：8992059

电子邮箱：gzswxzf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