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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8日

安远县“四位一体、两社融合”改革
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今年以来，安远县在全国首创“四位一体、两社融合”综

合改革，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一是创新模式，建强村级组织。建立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

的村社共建模式，使村级组织更加坚强有力。一方面完善组织

体系。编制《安远县村供销合作社建设指南》，建立村书记、

村主任、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村供销合作社主任“四岗

一肩挑”的“四位一体”机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加入村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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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实现村社共建、“两社融合”发展。目前，全县有 78

个村规范成立村供销合作社。另一方面提升管理水平。通过建

立供销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三会”制

度，进一步强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水平，提高农民社员的参

与度和话语权。建立党务、村务、社务“三务合一”的乡村治

理新模式，进一步完善乡村基层民主议事规范。

二是整合资源，壮大供需网络。针对当前农村物流供需服

务网络功能不全的突出问题，整合市场主体资源，补齐配强“一

网多用、双向流通”的县域供需服务网络。物品流通方面，统

筹整合供销、邮政、商贸等经营流通服务资源，并与县内大型

物流快递企业合作，打造县、乡、村三级网络，畅通城乡物流

通道。农民生活方面，构建“县有综合服务中心、乡（镇）有

综合服务超市、村有综合服务社”的三级服务网络，为农民提

供物流快递、日用品销售、代理代办等“一门式”生活服务。

农业生产方面，建立“龙头企业+配送网络+销售终端”的县乡

村三级农资经营网络，全县农资经营网点遍布全县 80%以上的

乡村，农资销售额占全县的 60%以上。建成“供销嘀嘀农机服

务中心”，配备农业机械设备 160余台，组建专业服务队 5支、

队员 37人，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流程服务。目前，已开展农机

作业面积 2万余亩。

三是融合业务，盘活集体经济。整合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

政策、资金优势和供销合作社的服务、渠道优势，村级股份经

济合作社采取股份合作、生产合作、服务合作等多种形式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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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社实行业务融合，实现“两社”互补互融、盘活壮大

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有 42个行政村率先开展试点，探索

出招商办企、电子商务、农机服务、社区便民超市、农资经营

等 11种经营模式，多渠道让村集体经济“富”起来，平均带

动村集体经济收入 7万元以上。

四是强化联结，实现发展共享。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和风险

共担机制，发动村民以资金、土地经营权、实物、技术、劳动

力等生产要素入股村供销合作社，带动村民共同致富。例如，

高云山乡铁丰村供销合作社通过“农村电商+产品深加工+村供

销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今年实现盈利 15.87万余元，

分配社员红利 11.8万元，其中农民社员分红 5.9万元。目前，

全县开展试点的村供销合作社，平均带动 30户以上农户增收。

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强化三个聚焦保障服务作用不断凸显

今年以来，赣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立足经济社会发展

新形势新要求，主动作为、积极应对，聚焦政策调整完善、归

集扩面提质、优化营商环境三大重点，切实加大保障支持力度，

有效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一是聚焦政策调整完善。面对房地产市场普遍下行的严峻

形势，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开展线上线下调研，今年开展 3次

网络问卷调查，广泛收集职工关注热点和意见建议，推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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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管委会会议，陆续研究出台优化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规

定、提高双缴存职工贷款额度、提高租房提取额度、降低首付

款最低比例、提高三孩家庭贷款额度、恢复省内异地住房公积

金贷款和购房提取、降低首套房贷款利率等新政策，强化政策

预期引导，提振房地产市场消费信心，支持缴存职工刚性和改

善性购房需求，得到广大缴存职工的认可好评。今年 1-9月发

放贷款 34.98亿元，支持购房面积达到 103.91万平方米，其

中：享受降低首付比例贷款 1407笔 6.22亿元；享受双缴存职

工贷款额度政策 1153笔 6.24亿元，优惠金额 1.26亿元；办

理提取 38.94亿元，用于改善居住需求占比超过 74.37%，其中：

本人购房提取父母或子女住房公积金 58笔 1288.74万元；享

受提取人才优惠政策 585笔 427.29万元；办理加装电梯提取

29笔 103.36万元；办理省内异地购房提取 22笔 400.11万元。

二是聚焦归集扩面提质。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主动适应时

代发展趋势，变“群众找政策”为“政策找群众”，变传统的

“上门入户宣传”为“全面利用线上新媒体”，开通微信视频

号，优化公众号版面内容，精心设计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政

策配套图文解读，以及街头采访、模拟情景等形式新颖、贴近

现实的小视频，讲好住房公积金政策的红利优势。适当降低缴

存门槛，将今年缴存额下限降为 162元，减轻企业建缴负担，

提高企业建缴积极性，积极推进非公企业职工、基层村干部、

城市社区工作者、幼儿园教职工等群体加入住房公积金制度。



— 5 —

今年 1-9月归集金额 63.5亿元，同比增长 21.45%；新增开户

单位 1208家，新增开户人数 46822人，其中新增非公企业 1035

家，新增非公人员 34202人，新增单位及人员中非公占比分别

为 85.68%、73.04%。

三是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将“一次办”“就近办”“异地办”“延时错时办”相结

合。推动与民政、公安、不动产等 6个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实现电子身份证等 15项电子证照应用，3个服务事项对接市“一

网通办”平台、14个服务事项对接一窗受理平台，首批 8项高

频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离职提取、退休提取等 6项业

务实现智能审批办理。在 4个银行网点开展服务延伸试点，部

分贷款和提取业务实现受托受理。落实“全市通办”要求，各

县（市、区）分中心窗口统一进驻当地行政服务中心，设立通

用窗口 44个、“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专窗 21个，持续

细化落实延时错时预约服务，满足群众不同时段办理需求，服

务效率和便捷程度持续提升。

赣州市发改委多措并举抓项目扩投资

今年以来，赣州市发改委对标“六个第一等”工作目标，

紧扣主职主业，抢抓机遇、逆势而上，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

资，“拼搏三季度、奠定全年胜”取得良好成效，特别是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基金）申报工作在全省遥遥领先，受到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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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省政府领导多次表扬，为赣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一、推动项目建设“加速跑”。全市大干项目、大抓落实，

项目建设快于时序、好于预期。1-9月，全市 526个省大中型

项目完成年度投资 1685.8亿元，超时序进度 20个百分点。富

士康富联科技、遂大高速、赣南大道快速路四标等重大项目开

工建设，格力智能制造、佳纳新能源、吉利动力电池投产运行，

大广高速互通、市妇幼保健院新院等 61个项目提前竣工。

二、打出要素保障“组合拳”。资金争取创新高，截至目

前，已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79.07亿元、注册企业债券 23.3

亿元、备案境外债 22.32亿美元，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 30.49

亿元，签约投放政策性开发性基金 74.88亿元，各项资金争取

份额均列全省第一。进一步强化用地保障，新增获批用地 4.4

万亩、居全省前列，消化批而未用土地 2万亩、处置闲置土地

3360亩，有力保障项目用地需求。争取能耗指标实现突破，佳

纳能源、腾远钴业、深联科技等 10个项目节能报告获批，推

动重大产业项目加速落地。

三、下好项目储备“先手棋”。举行招商引资“五比五看”

擂台赛，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扎实开展数字经济

产业、“粤企入赣”等系列招大引强活动，引进“5020”项目

43个，新签约项目 379个、总投资 2716亿元。积极储备 2023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完成项目计划编制，为向上争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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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奠定扎实基础。先后报送 10批次 2023年专项债储备项目，

已通过省级评审项目 186个、债券需求 272.2亿元。提前启动

2023年省大中型项目预报工作，力争投资规模有明显提升。

四、打造项目服务“新高地”。组建 16支重大项目建设

推进工作组，定点定期开展专题调研，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210个。对工业项目推行“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有力

加快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深化工程项目“一站式集

成”审批、全产业一链办、施工图审查等改革，政府及企业投

资项目审批时限分别由 106个、60个工作日压缩至 75个、45

个工作日，推动格力电器项目签约后仅用一年时间就实现投

产，成为格力在全球落地最快、建设最快的生产基地。完善项

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大力实施产业链链长制、政企圆桌会

议、企业特派员等制度，设立企业“安静生产期”，打通服务

企业“最后一公里”。

大余县突出抓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022年以来，大余县以生态文明建设、重点项目建设等为

突破口，抓好“五个落实”有力保障自然资源要素，为全县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一、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力抓好生态文明建设有

关工作。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组织学习习近平有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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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 21次，以“学习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主题开展专题学习会 1次，以“如

何做好矿山地质环境生态修复工作”为主题开展专题调研 1次。

二、落实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职责，全力推动矿山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2019年至 2021年，争取中央和部委资金 1.28亿元，

推动实施山水林田湖和三部委项目 5个，完成矿山生态修复面

积 2839.5亩；按照“谁开采、谁治理”原则，督促持证矿山

投入资金 3044.74万元，恢复治理面积 3199.11亩；县财政投

入资金 231.7万元，完成废弃矿山治理工程 7个，恢复治理面

积 147.6亩。2022年，督促矿山企业累计投入资金 773.96万

元，完成修复面积 673.2亩，全县矿山生态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三、落实服务发展大局理念，全力强化重大项目用地需求

保障。调整完善过渡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心城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和生态保护红线，科学布局 1500亩用地指标，保障 28

个重点项目用地。通过调整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内良天

华山蓄能电站项目 1510.8亩用地解除生态红线约束。着力提

升用地审批、规划许可及依法供地服务质效，为项目依法实施

提供程序支撑，今年已供应土地 11宗。

四、落实深化发展和改革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双“一号工

程”落地见效。推行承诺审批制＋豁免清单制，14个项目类型

免于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实行多测合一改革，推进测绘成

果共享互认。实行办结承诺制，工程规划许可办理时限压缩至

5个工作日内办结。将不动产实体窗口纵向延伸至乡镇，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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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便民中心可就近办理不动产登记；将登记系统横向延伸至全

县 11家金融机构，抵押登记可直接在银行网点办理；将业务

链条全面延伸至税务、住建、水电气网视单位，二手房交易实

现“一链办”。

五、落实试点工作重点任务，全力做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工作。有效管控农村建房用地，确保耕地占补平衡，目

前已办理农民建房农用地转用审批 144.26亩，通过实施土地

开发、旱地改水田等补充耕地项目新增耕地面积 2515.72亩。

持续开展乡村建筑风貌保护与增减挂钩项目工作，探索宅基地

退出机制，目前已实施增减挂钩项目 6个，实际复垦闲置宅基

地面积 916.21亩、新增耕地 735.6亩。全面完成农村房地一

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厘清宅基地产，目前已登簿 65030宗，

登簿率达到 92.9%；完成登记 65089幢，登记率 92.98%；完成

发证 62539本，已登簿未发证 2803本。开展农村宅基地抵押

登记工作，释放宅基地的财产红利，目前已办理宅基地抵押登

记 187笔。

于都县创新招商模式深入推进
工业倍增升级行动

为深入推进工业倍增升级行动，推动工业项目快落地、快

开工、快投产，于都县大胆探索，创新推行“签约即落地、拿

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模式，推动总投资 150亿元的江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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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电子信息数字产业园项目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一、科学确定责任主体，做到“签约即落地”。项目在 2022

年 5月 29日签约后，立即成立由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任双组

长的工作专班，并迅速明确了建设主体、资金主体、招商主体、

运营主体，确保土地第一时间供应、项目第一时间许可，实现

签约即落地。一是建设主体方面，明确县工投公司作为业主单

位，工投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摘地，再通过 EPC招投标方

式确定建设总承包方。二是资金主体方面，项目首期 15万平

方米厂房建设资金，由项目业主单位和总承包方共同筹集；项

目中后期由业主单位向国家政策性银行申请专项建设资金，有

力保障厂房后续建设和运营资金。三是招商主体方面，由政府

专业人员与中金寰华公司联合组成专业招商工作组，定期开展

项目追踪、可行性研究等工作，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双轮驱动。

四是运营主体方面，创新实施“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共同管

理运营的方式，双方各派出专业人才共同参与园区管理经营，

最大程度确保双方共赢。

二、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到“拿地即开工”。于都县

将此项目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典范项目，强化政企联动，优

化流程再造，推动项目“拿地即开工”。一是前期准备足。充

分发挥联合共建优势，对拟供地块前期工作进行逐一梳理、同

步推进，仅用 10天时间就完成地勘地貌调查、项目部建设、

员工宿舍等开工前的准备，确保开工各要素的保障。二是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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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短。大力推行“容缺审批+承诺制”及“并联审批”的模

式，项目仅用 6个工作日就办结项目核准、用地规划许可证、

工程建设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事项，并于 2022年 6

月 11日就实现开工。三是服务质量优。采取实时对接、上门

服务、召开会商会等方式，实现部门“N对 1”服务，以优质服

务将企业“等地期”变为“加速期”，确保项目推进不走弯路。

三、坚持边建设边招商，做到“竣工即投产”。在产业园

建设的同时，创新招商方式，在项目竣工前即确定入驻企业，

实现“竣工即投产”。一是专业招商。依托中金寰华公司拥有

的产业资源优势，针对园区发展定位，全面掌握目标企业的产

业转移需求和投资意向，实行靶向型的产业精准招商。二是产

业链招商。围绕做大做强产业链，招引“竞争性强、成长性好、

关联性高”的产业链引擎性、头部型项目，并吸引上下游企业

入驻，形成产业协同发展和倍增效应。三是金融招商。由县工

投公司和中金寰华公司共同成立供应链金融公司，为企业原材

料采购、生产和销售提供金融支持，破解企业前期资金不足、

后期回款周期长等难题，并将企业的平均融资成本从年化利率

15%降至 7%。四是资本招商。县工投公司和中金寰华公司共同

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对技术团队实力强、公司成长性快、财务

情况稳健的“黑马型”企业进行定向投资，解决企业落地的后

顾之忧。目前，已经签约入园 8家企业，均为电子信息行业龙

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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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行市场化运营管理，做到“运营出效益”。项目投

产后，由县工投公司和中金寰华公司共同成立混合所有制管理

公司，采取市场化手段进行运营管理，帮助入驻企业获取最大

发展效益。一是打造智慧园区。采取数字化技术，提供园区无

人化物业管理、自行开发的园区管理系统，并对企业采购、生

产、销售等全生命周期进行动态掌握，减少企业支出，产生最

大的管理效益。二是节约要素成本。由于园区产业的高度集聚，

管理公司将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公共实验室、会议室、食

堂、宿舍等，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投资，切实减少企业的

建设和运营成本。三是扶持企业壮大。管理公司将建立工作专

班，为入驻企业申报技改升级、项目包装、IPO上市等提供“一

对一”的专业服务，全面解决企业生产运营的节点难点问题，

帮助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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