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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

赣州市深入贯彻实施
《若干意见》十周年感恩奋进 砥砺前行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取得重大成效

自 2012年 6月 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以来，江西省赣州市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将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浓浓感恩之情，
转化为加快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赣南老区发生翻天覆地
的巨变，老区如期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焕发出勃勃
生机。2021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4000亿元、达 4169. 37
亿元，是 2011年的 3. 12倍，在全国城市排位由第 108位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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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 65位，十年前进 43位。
一、聚力保障改善民生，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

不断夯实。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国家扶
持资源用于造福人民，把近七成财政支出、近八成新增财力用
于改善民生，先后投入民生资金 5560. 11 亿元、年均增长
16. 85%，老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贫困群众
实现稳定脱贫。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198. 44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村全部退出、贫困县全部出列，困
扰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探索产业扶贫“五
个一”机制、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易地扶贫搬迁“交钥
匙”工程、教育扶贫控辍保学等做法，帮助贫困群众稳定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民生问题较好解决。改造农村危旧
土坯房 69. 52万户、棚户区 21万户，建设农村保障房 1. 74万
套，近 300万群众住上安全舒适的新房。全面解决近 300万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集中供水率提高至 93%、自来水普及率达
91%。新建改造农村公路 2. 7万公里，实现 25户以上人口自然
村全部通水泥路。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改扩建城乡学校 5821
所，校舍面积增长 68. 8%，完成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项目
1994个，义务教育“农村弱、城镇挤”问题得到缓解，赣南科
技学院、和君职业学院开办招生，结束了赣州没有市属本科和
民办高职院校的历史。实施医疗项目 2998个，全市每千常住人
口床位数达 6. 7张、增长 147%，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
东省人民医院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老区人民在家门口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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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到大城市的医疗服务。新增养老机构 34个，总床位达 5. 7
万张、增长 46. 2%，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基本实现全覆盖。

二、着力增强造血能力，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构建。坚持不懈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打造具有赣州特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工业发展实现大跨越。深入实施工业倍增升级行动，着力
打造“1+5+N”产业集群，形成了现代家居、有色金属、电子信
息、纺织服装等 4个千亿元产业集群，营收过百亿元企业从无
到有，赣州经开区工业营收突破千亿元。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由 781家增加到 2584家，高新技术企业由 26家增至 1067家，
拥有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一批国字号科研创新平台。
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挂牌运行，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落户，填
补了江西无大院大所直属机构和央企总部的空白。农业产业得
到大提升。赣南脐橙种植面积和产量世界第一、产值实现翻番，
品牌价值稳居水果类区域品牌全国榜首。油茶种植面积突破 300
万亩，建成全国唯一的国家油茶产品质检中心。建成蔬菜大棚
28万亩，认定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 48家，蔬菜产
业成为新的富民产业。全力打好富硒品牌，建成富硒产业示范
基地 118个，赣南富硒大米、富硒蔬菜等走出山区、走进都市。
现代服务业取得大突破。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突破 50%，
获批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国家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金融机构由 73家增至 191家，成为周边地
区机构最多、种类最全、总量最大的设区市，上市公司由 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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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至 16家。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国家 4A级景区实现县县全覆
盖，瑞金共和国摇篮景区被评为国家 5A级景区，旅游总收入突
破 1500亿元，赣州跻身全国 12大重点红色旅游区。

三、夯实筑牢发展根基，全域联动、协调共进的城乡融合
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牢牢把握国家倾斜支持机遇，大力解决重
大基础设施短板弱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立体交通网络加快构建。赣韶铁路、赣瑞龙铁路、昌赣高铁、
兴泉铁路、赣深高铁等建成运营，全市铁路营运里程达 923公
里、增长 108. 82%。大广、厦蓉、宁定、兴赣等 8条高速相继通
车，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 1559公里、占全省四分之一。新（改、
扩）国省道近 1800公里，国省干线基本实现县县双通。黄金机
场升为国际空港，旅客吞吐量突破 208万人次，瑞金机场明年
通航，赣州将进入“双机场”时代。能源保障能力全面提升。
华能秦煤瑞金电厂、赣浙国华信丰电厂一期建成投运，全市电
力装机总容量达 779万千瓦、增长 378%，实现 500千伏电网输
入“双环网、双通道”、220千伏变电站县县全覆盖的历史性突
破。西气东输二线和三线赣州段工程、樟树—吉安—赣州成品
油管道建成投产，即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县通”。水利基础
设施加快完善。实施 166个河流治理工程，完成 806座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县级以上城市建成应急水源或双水源。梅江灌区
等重大项目列入国家“十四五”专项规划，实施 13个大中型灌
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全市有效灌溉面积达 437万亩、
增长 11%。赣粤运河启动研究论证工作，赣州港五云千吨级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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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加快建设，千吨级船舶将直抵赣州。
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

导向更加清晰。以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牵引，全力守护
蓝天碧水净土，获评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典范城市、中国绿色发
展优秀城市、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生
态屏障进一步巩固。污染防治有力有效。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大力推进中央和省环保督察、长江经济带警示片等反馈
问题整改，PM2. 5、PM10浓度均值降幅全省第一，集中式饮用水源
地水质达标率 100%，劣 V类水全部消灭，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
省前列。完成 500多万亩低质低效林改造，全市森林覆盖率稳
定在 76%以上。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114. 49平方公里，完成废弃
稀土矿山治理 92. 78平方公里。完成两轮东江流域上下游横向
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确保一江清水流向广东和香港。投入 130. 87
亿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建
设创造“赣州经验”。绿色发展步伐加快。全面落实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部署，推动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共获批国家级绿色园
区 4个、绿色工厂 11个，“十三五”期间能耗强度累计下降
16. 83％。全力以赴打通“两山”转换通道，崇义县获批国家“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石城县获批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保
护机制更加健全。建立领导干部环境损害终身追责机制，全面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制定饮用水水源保护、
水土保持等法规，形成生态文明共治共管格局。实施两轮生态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实现县县建成城镇生活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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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农村污水设施建成数、覆盖村庄数均列全省首位。
五、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开放提升的动力活力

竞相迸发。弘扬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大力实施深化改革开放
攻坚行动，着力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堡。先行先试
取得重要进展。充分用好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权，先后争取开
展 200余项省级以上示范试点，成为国家部委改革创新的“试
验田”和获批国家级试点平台最多的设区市之一。建设教育改
革发展试验区、集体林权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等走在全国前列，
创造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赣州经验”。改革攻坚取得重要突
破。党政机构、国资国企、农业农村、开发区管理体制等重点
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一大批改革经验成为
全国全省典型。以“大湾区能做的，我们也要能做到”为目标，
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推行施工图审查改革、
异地招投标、“全产业一链办”、工程建设项目“一站式集成”
审批、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企业“安静生产期”
等做法，“干就赣好”品牌更加响亮。开放合作取得重要成效。
赣州国际陆港“无中生有”、爆发式发展，实现国际贸易“起
运港” “目的港”功能，与深圳盐田港首创“跨省、跨关区、
跨陆海港”通关新模式，中欧（亚）班列开行量进入全国内陆
港“第一方阵”，入选国家“一带一路”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赣州综保区置换得到国务院批复，开通至东盟跨境直通车。对
外经贸合作全面升级，国务院明确支持赣州与深圳开展对口合
作，与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等城市建立合作关系，举（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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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世界赣商大会、“粤企入赣”等重大招商活动，吸引吉利科
技、格力电器、佳纳能源、富士康等一批龙头企业进驻，引进
省外资金、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 15. 17%、10. 05%。

六、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勠力同心、共促振兴的奋斗热情
空前激发。坚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信仰力量，扎实推进“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五红”活动，
着力打造最讲党性、最讲政治、最讲忠诚、最讲担当的红土圣
地。理论学习系统深入。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创新第一议题制度和“3+X”学
习模式，建立“每月学习日”制度，第一时间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两个确立”“两个
维护”融入血脉、植根灵魂。在全国率先试点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有关
经验全国推广。管党治党成效巩固。分领域分层级抓好基层党
建工作，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
力、执行力不断增强，推动所有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过 10万
元。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高质量完成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
县乡班子配备质量历届最好。坚持不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开展市级巡察机构在上下联动中更好发挥作用试点，
建立“一把手”政治谈话制度，从严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
政治生态保持风清气正。干部群众昂扬向上。实施乡镇干部夫
妻跨县分居“团圆机制”，积极开展澄清正名、容错纠错，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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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打击诬告陷害行为，营造了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各级干部
发扬苏区干部好作风，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项目建
设、产业发展、招商引资各条战线上担当作为。广大群众撸起
袖子加油干，积极投身振兴发展火热实践，依靠自己的勤劳和
智慧创造美好未来。

税收优惠增动力 助力振兴十周年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助力赣州市迈向高质量发展

在党中央、国务院关心关怀下，自 2012年起对设在赣州市
的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作为全省唯一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设
区市，政策实施 10年来，赣州市税务部门预计累计帮助 3030
户次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62. 65亿元，为赣南苏区产业优化升
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一、政策洼地效应“筑巢引凤”。政策减负增利有利于承
接沿海产业转移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吸引企业来赣州投
资兴业。从受惠行业分布看，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惠及全市 43
个行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和电力业等实体经济行业。从
吸引投资看，十年来赣州企业纳税人从 1. 58万户快速增长至
11. 89万户，年均增长 65. 25 %。从实际利用外资看，2021年实
际利用外资达 23. 51亿美元,同比增长 8. 6%。

二、产业更迭换代“破茧成蝶”。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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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业中，以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受益最
多，其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推动赣州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促进
特色产业升级壮大。2021年，全市有色金属产业规模以上企业
营收达 1376. 94亿元，同比增长 61. 7%；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以上
企业营收达 1326. 63亿元，同比增长 40. 4%。政策红利一定程度
上带来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截至 2021年底，赣州市高新
技术产业企业达 1068户，较 2012年增长近 60倍。

三、经济高质发展“一马当先”。通过税收政策的引导、
激励和调节作用，增强企业发展后劲，形成企业盈利、产业壮
大、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客观起到反哺经济作用，赣州经济
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2012年至 2021年，全市税收收入由 2012
年的 208. 6亿元提升至 2021年的 454亿元，年均增长 11. 76%。
国内生产总值由 2012年的 1500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4169. 37
亿元，年均增长 17. 8%。2021年,赣州经济总量在全国城市排名
从 2012年的百名之外跃居第 65位。

赣州蓉江新区以“五型”政府建设
为抓手打造高品质城市新区

乘着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东风，市委市政府站在壮大中心
城区、推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高度，高瞻远瞩、长远谋划，
2017年 5月 16日，赣州蓉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成为赣州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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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功能新区。成立以来，蓉江新区紧紧围绕定位和使命，
深入实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特别是新班子调整以来，坚守
初心，接续奋斗，“五年成规模”既定目标如期实现，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市前列，正朝着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核心区
的目标迈进。

一、忠诚为本，打造勇毅之城。一是强化理论武装。把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题”，
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特别是始终把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二是强化思想引领。开设“书记讲坛”，常态化开展“红
动星期六”“向党说句心里话”，扎实推进“机关和农村基层
党组织结对共建”等系列活动，倾力建设“温暖社区”，引导
干部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三是强化初心使命。将“品
质立区”贯穿建设全领域、全过程。坚持先谋后动、规划引领，
聘请全国知名规划设计团队编制控规和城市专项规划。按照“先
地下，后地上”的思路建设城市，26平方公里起步区基本建成、
骨干路网内联外通，“一廊五脉七星多园”公园体系精美呈现。

二、创新为先，打造智慧之城。一是注重人才引育。以平
台建设为抓手、集聚四方英才、推动产业发展，出台“创业信
贷通” “小微信贷通”等政策，为创新创业开辟绿色通道。赣
南数据湖科创园、启迪（赣州）科技城等落户新区，云创智谷
新经济双创园吸引企业 120余家，带动就业创业 600余人，年
产值达 3亿元，2021年获评国家小微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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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科技赋能。大力实施科技创新行动，智慧城市运行中心投
入运营，交通、教育、社区等 11个智慧专项应用上线运行，构
建全覆盖、全流程、分层级的信息化监管体系，新区成为国内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示范区。三是注重改革创新。率先在全市实
施个体工商户“信用承诺、现场申报、当场发照”的简易登记
模式试点改革，市场主体数量连续两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增速
位居全市前列。“亲清赣商”惠企政策兑现平台正式上线，“蓉
事通”服务品牌全面打响。

三、担当为要，打造成功之城。一是规范管理促落实。全
面实行工作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任务到人、责任到人、
考核到人、奖惩到人。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实行分层级调度，
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级。建立健全“区、镇（处）、村（社
区）”三级网格工作机制。二是优化作风促落实。实行首问责
任制、首接负责制，发扬“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精神，“事
事马上办、人人钉钉子、个个敢担当” “不为不办找理由，只
为办好想办法”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作为和鲜明标识，年度“十
大战役”重点工作任务实现“过半”。三是严格考核促落实。
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落实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措施，形成能者上、
庸者下的正确选人用人导向。注重在项目建设、征地拆迁、乡
村振兴等一线工作中选用干部。

四、服务为基，打造温暖之城。一是提升服务意识。成立
以来，民生支出累计超 32亿元，年均增长 18%。建成一大批公
园、学校、医院，城市发展有温度、市民生活有质感。小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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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配套建设公共服务设施，构建“15分钟便民生活圈”以“品
质不低于普通商品房”的标准建设返迁安置小区。二是提升服
务设施。依托区内高校资源优势，与赣南师大、赣南医学院、
赣州师专、赣州中学等合作办学办医，打造“学在蓉江” “健
康蓉江” “宜居蓉江”品牌。三是提升服务水平。纵深推进放
管服改革，大力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一站式”办理事项超 80%，实现“区内事、区内办”。

五、过硬为重，打造未来之城。一是本领过硬。组织开展
干部队伍党校轮训、大湾区培训，开设和君商学院专修班，实
行干部轮岗交流，实行优秀年轻干部一线蹲苗历练，全面提高
干部综合能力。二是作风过硬。弘扬工作为重、艰苦奋斗、团
结拼搏精神。重点项目顺利推进，和谐大道西延项目顺利通车、
平安大桥钢栈桥全线贯通、海螺水泥厂完成搬迁、南方医院赣
州医院开工建设。三是廉洁过硬。落实《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
委员会工作条例》要求，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常态化开展干部职工“政治家访”，逢会必谈廉政工作，政治
生态向上向好。

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电话：8992059

电子邮箱：gzswxzf b@163.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