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冶袁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的深情嘱托
和殷切期望袁是对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
鼓舞和鞭策遥 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袁
我们要乘势而上尧扎实工作袁在推进高
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尧争当排头兵遥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尧 连南接北袁战
略意义举足轻重袁 在全国发展大格局
中有着特殊地位遥 推进中部地区崛起
战略实施以来袁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
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袁 对中部地区发
展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袁 有力地指
引和推动了中部地区的发展 遥 2018
年袁中部地区经济总量尧实际利用外资
分别占全国的 21.1%和 58%遥 当前袁中
部地区崛起势头正劲袁 中部地区发展
大有可为遥

勇争先袁方向要清遥 对如何做好中
部地区崛起工作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8点意见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尧提高
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尧 优化营商环
境尧 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尧扩
大高水平开放尧坚持绿色发展尧做好民
生领域重点工作尧 完善政策措施和工
作机制遥 这一重大部署袁体现了贯彻新
发展理念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袁是
中部地区崛起的根本遵循遥 因此袁在实
现高质量发展中争先袁 就是我们争先
的方向袁就是我们争先的目标遥 我们要
牢牢把握好产业发展这个支撑尧 创新

驱动这个引擎尧 开放合
作这个动力尧 营商环境
这个保障尧 绿色发展这
个路径尧 改善民生这个
目标袁 不断增强江西的
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
力遥

勇争先袁 优势要明遥
从全国看袁随着长江经济
带建设尧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袁江
西的区位优势得到进一
步凸显袁中部地区延续当
前良好的发展势头袁未来
可期遥 从省内看袁这几年
来袁全省上下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 野新的希望尧
三个着力尧 四个坚持冶重
要要求袁在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尧坚持创新发展
绿色发展尧打好三大攻坚
战等方面成效显著袁取得了野基础大盘冶
越来越牢固尧 现代特质越来越彰显尧引
擎动力越来越强劲尧绿色含量越来越丰
盈尧 民生温度越来越暖心的不俗成绩袁
一些产业或领域成为野单打冠军冶树帜
全国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上了一个
新台阶遥 2018年袁江西的 GDP总量和增
速袁 分别位列全国第 16位和第 4位袁比
2012年分别前移了 3位和 15位遥 强劲

的发展势头袁为江西在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上勇争先袁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遥

勇争先袁干劲要足遥 在看到我省良
好发展势头的同时袁也要清醒认识面临
的困难和存在的不足遥 江西的经济总量
偏小袁经济欠发达仍是基本省情遥 江西
在进步袁兄弟省也在进步遥 2018年袁GDP
增速排名全国前 10的省区中袁中部地区
占有 4席遥 中部地区崛起袁更像是一场

同台竞技遥 要在这场 野友谊赛冶中争先袁
最需要的袁是全省上下做好自己事情的
勠力同心袁 是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
神遥 犹记首届世界 VR 产业大会上的
野马云之问冶袁当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中
真正立在排头时袁我们最想人们问的问
题是院野为什么是江西钥 冶最想听到的回
答是院野为什么不是江西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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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 以产业集群集聚为引领袁增
强高质量发展后劲遥 一是抓好项目遥
在 6 月集中开工成果基础上袁 再鼓
劲尧再会战袁围绕今年 8 月再开工一
批尧年底竣工一批工业项目目标袁从 7
月开始实施百日攻坚袁大干项目遥 二
是推动产业发展遥 加大对饮料类企业
招商袁重点加强与广药集团等企业对
接遥 加快食品产业园建设袁推动大健
康饮料尧 嘉汇饮品等项目建成投产袁
推动与广东盛全食品的深度合作遥 稳
住电气机械行业袁 推动转型升级袁重
点支持金一集团新上铜箔铜带尧线缆
辅料项目袁扩大铝杆生产袁完善线缆
产业前后两端袁向高科技尧高附加值
产品发展遥 尽快争取经开区规划环评

和染整项目报批袁重点对接广东闽南
商会棉纺项目尧 广州良泰纺织等袁加
快推进鑫东森尧洪兴实业等项目开工
建设袁引进培育一批龙头企业袁打造
赣州东部轻纺产业纺织板块遥 深化与
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袁 建设食品尧
油茶尧特种军用航空线缆尧现代轻纺
等技术研发中心遥

二尧 以国家级经开区建设为支
撑袁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遥 全面推进
落实市委关于经开区改革创新的决
策部署和措施遥 推进园区基础设施
建设袁加快标准厂房建设袁鼓励和引
导社会资本方参与经开区标准厂房
建设袁全面启动创新创业孵化园渊一
期冤尧 返乡创业园等标准厂房建设袁

完成光电产业园厂房袁2019 年新建
标准厂房 50万㎡以上遥 利用南昌大
学对口支援等机遇袁 柔性引进高端
人才袁 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专业技术
人才袁 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遥

三尧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保障袁激
发高质量发展活力遥 落实好减税降费
和鼓励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各
项政策措施遥 实施野降成本优环境冶专
项行动袁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袁明确
责任单位和解决时限袁确保每个问题
有专人跟进尧解决到位遥 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袁在企业融资尧用工尧环保尧安
全等方面靠前帮扶袁构建野亲清冶新型
政商关系遥

瑞金市政法系统将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江西时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和头等大事予以推进袁切
实学深悟透尧 细照笃行袁
切实将习总书记的关怀
和殷切期望转化为野两个
维护冶的坚定态度袁转化
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强大
动力遥一是以做好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维稳安保工
作为主线袁全力维护社会
大局稳定遥 二是以积极
践行新时代野枫桥经验冶
为重要抓手袁 大力推进
社会治理创新遥 三是以
抓好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袁
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遥 四是以人民满意
为标准袁 扎实推进城区
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
坚尧退役军人事务管理尧
民政尧 卫生健康尧野两城
同创冶等工作遥

通过此次专题学习会袁我对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有更深的体会遥 一要始终坚定理
想信念袁筑牢思想防线遥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用
以武装头脑尧指导实践尧推动工作遥 要牢固
树立野四个意识冶袁坚定野四个自信冶袁做到
野两个维护冶袁 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袁永
葆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本色遥 二要始终践
行党的宗旨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遥 树立正
确的政绩观袁始终牢记领导干部手中的权
力是人民赋予的袁只能为群众所用遥 要始
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袁坚决破除形式主
义尧官僚主义遥 三要始终严格要求自己袁坚
守廉洁从政底线遥 要严守党纪国法袁坚持
做到讲原则尧守规矩袁不忽视小事小节遥 自
觉提升思想道德境界袁 带头树立良好家
风遥

作为长征出发地尧 苏区精神主
要发源地要要要瑞金的一名党员领
导干部袁更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
记在赣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袁继
承和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袁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遥

一尧坚定信念袁忠诚核心袁不断推
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
为发展思路遥 在江西视察期间袁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江西要野在加快革命老
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尧在推动中部
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冶 的目标定位袁以
及野五个推进冶的更高要求遥 作为一名
党员干部袁特别是作为一名纪检监察

干部袁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
觉和行动自觉袁增强野四个意识冶尧坚
定 野四个自信冶尧 坚决做到 野两个维
护冶袁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
精神上来遥

二尧联系实际袁忠诚履职袁不断推
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
为工作举措遥 要强化政治监督袁强化
对各级党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江西工作
野五个推进冶 重要要求和省委意见落
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遥 要坚决全面彻底
肃清苏荣案余毒袁 坚决破除形式主
义尧官僚主义袁深入整治野怕尧慢尧假尧
庸尧散冶等作风顽疾袁持续推进扫黑除

恶野打伞破网冶袁落实好野基层减负年冶
要求遥

三尧凝心聚力袁感恩奋进袁不断推
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
为实际成效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院野以
百姓心为心袁 与人民同呼吸尧 共命
运尧心连心袁是党的初心袁也是党的
恒心遥 冶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袁要守住
初心袁把为民谋福尧为民解忧当成一
种坚守尧一种承诺袁始终把人民放在
最高位置袁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袁
强化公仆意识袁筑牢思想防线袁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袁 以实际
行动和扎实的工作成绩诠释心中的
信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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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瑞金工业高质量发展
阴市委常委尧瑞金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尧管委会副主任 杨北林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阴市委常委尧纪委书记尧监委主任 陈大林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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