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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欢迎你
要要要野百年之交看瑞金冶系列报道之五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尧共和
国摇篮尧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遥 瑞金袁一
座红色与绿色并存的城市袁一座活力与
魅力共生的城市遥 她从历史走来袁人文
底蕴深厚袁历史功绩卓著曰她向未来奔
去袁以创新拥抱开放遥 新时代袁新阶段袁
新理念袁新格局袁她将软硬环境打造视
作城市重要的生产力尧竞争力尧亲和力尧
吸引力袁在业态引进尧人才引进尧资源对
接等领域袁不断续写新的篇章遥

创建一座魅力城市
城市的最大魅力袁是对人才的吸引

力遥
2000 多年前袁孟子即在叶孟子窑离娄

上曳中提出野得人心者得天下冶的观点袁
这和我们今天大力提倡的 野以人为本冶
是一致的遥 对于城市来说袁这一点尤其
重要遥

瑞金袁将人才视作城市发展的最宝
贵资源遥今年 10 月 14 日袁瑞金网上一篇
叶恭喜袁瑞金这 15 人正在公示曳的公告袁
对瑞金市工信局干部刘文略尧瑞金一中
教师杨伟平尧瑞金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谢
红等 15 位优秀人才取得硕士学位或省
部级荣誉予以的人才政策待遇兑现情
况进行了公示袁 体现了政府的诚信袁体
现了对人才工作的重视遥

这还远远不够遥 瑞金市委主要领导
认为袁优惠政策对吸引人才有一定的效
果袁但能够提供全方位的人文尧生活尧自
然尧工作尧事业环境袁才能真正留住人
才遥

为了吸引各行业人才汇聚瑞金袁瑞
金市专门在瑞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设立赣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瑞金
园区袁建筑面积 1800 平方米袁可容纳 12
家以上企业入驻遥 园区理念为野红色基
因袁智汇瑞金冶袁意为传承瑞金的红色基
因袁致力于成为野立足瑞金袁服务赣东
南袁辐射全省冶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
地袁做好业态引进尧人才引进和资源对
接遥

瑞金袁一座人文底蕴深厚的城市遥
瑞金不仅有红绿资源袁还有丰厚的

历史人文资源遥 瑞金历史悠久袁人杰地
灵袁历史上有明末野江西五大家冶学者之
一的杨以任尧 清初著名诗人杨枝远尧清
初哲学家罗有高尧戊戌变法重要理论家
陈炽等历史名人遥

千年的历史积淀袁使瑞金成为独特
的客家古邑遥 瑞金市留存着许多客家民
系的集体记忆袁奇异的客家服饰尧地道
的客家礼仪尧多彩的客家灯彩尧甜甜的
客家山歌尧通俗的客家民谣尧风趣的客
家情调噎噎处处洋溢着醉人的客家风
情袁 尤其是古朴壮观的客家建筑群袁青
砖黛瓦袁斗拱飞檐袁雕梁画栋袁虽历经千

年风雨袁依旧傲然耸立尧震撼心灵遥
瑞金袁还是客家美食的野天堂冶袁香

纯的客家擂茶袁香浓的客家米酒袁特别
是牛肉汤尧鱼丸尧黄元米馃尧酒糟红鱼尧
烤炉豆干袁原汁原味尧历久弥香遥

瑞金袁 一座红色与绿色并存的城
市遥

瑞金是中国红色旅游城市袁也有着
优美的自然风光袁被称为野中国绿色名
县冶遥

走一走红土地袁 找回的是初心曰喝
一喝红井水袁浸润的是思想曰游一游罗
汉岩袁收获的是健康曰尝一尝牛肉汤袁领
略的是客家文化遥

历史的一次驻足袁使瑞金成为神圣
的红色摇篮遥 而大自然的神奇造化袁使
瑞金成为美丽的生态宝库和养生天堂遥
地处瑞金的野天造奇观冶罗汉岩袁融湖尧
潭尧谷尧岩尧峰为一体袁集幽尧雅尧奇尧秀尧
险为一身噎噎处处奇观让人叹为观止遥

瑞金袁 一座活力与魅力共生的城
市遥

进入新时代袁瑞金紧紧抓住野发展冶
这个第一要务袁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始终高于全国尧 全省和赣州市平均水
平遥 切实抓好野民生冶这个第一大事袁深
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尧信息化尧城镇化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袁以野红色故都袁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袁赣闽边际区域性中心城市
和综合交通枢纽冶 的城市发展定位袁正
在把瑞金建设成城市布局合理尧基础设
施完善尧生态环境良好尧包容开放尧红色
文化彰显的赣东南和赣闽边际区域性
中心城市遥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瑞金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袁全

市 95%以上是客家人袁民风纯朴袁勤劳善
良袁热情好客袁野思源思进尧敢为人先尧开
明开放尧无私奉献冶是瑞金精神的真实
写照袁亲商尧安商尧富商更是瑞金一直以
来的优良传统遥

从瑞金市区沿沙九路一路向西袁进
入野红井冶旧址群袁就能看到国家级瑞金
经济技术开发区遥 在这里袁一栋栋厂房
拔地而起袁 一条条生产线高速运转袁满
载货物的车辆来回穿梭遥 昔日荒芜之地
的冷清袁已被工业生产的热潮所取代遥
2013 年 11 月袁 这里被批准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 成为赣州乃至江西承接
和协作海西经济区发展的前沿阵地袁是
江西省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野桥头
堡冶遥 目前袁 全区聚集各类企业 536 家袁
其中袁 工业企业 238 家袁 规上工业企业
58 家遥

瑞金是江西省直管改革试点县
渊市冤之一袁享有设区市级的监督管理权
限遥 先行先试袁野一口咨询冶野一窗受理冶

野一门办结冶在瑞金早已成为常态遥 注册
登记时限也从 10 个工作日到 7 个工作
日尧3 个工作日尧2 个工作日逐步缩短遥
2018 年袁市场监管部门推行野网上办尧不
见面尧快递送冶改革措施袁让业主从野最
多跑一次冶变为野一次也不跑冶遥 简流程尧
优服务尧降成本袁让企业有了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遥

一位哲学家说过袁野高尚的竞争是
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冶遥 在体制机制弊
端上做减法和除法袁在加强服务和监管
上做加法和乘法袁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
护公平竞争尧激发市场活力袁使得市场
主体的创新潜力充分激发遥

营商环境只有更好袁没有最好遥 打
造一流营商环境袁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
的重要内容袁也是瑞金坚定推进新一轮
改革开放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和关键一环遥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好与坏尧快与
慢袁关键决定于一个地方的野火车头冶遥

金市委尧 市政府把招商引资作为
野一把手工程冶袁让招商引资成为推动瑞
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袁创造了一个上
下齐心协力谋引资袁亲商尧安商尧富商促
发展的浓厚氛围遥 强有力的开放型领
导袁优化着地方的发展环境袁形成拉动
经济发展的野洼地冶与野磁场冶遥

抓项目就是抓经济袁抓项目就是抓
发展遥

瑞金为了经济发展袁 不甘落后袁招
商引资围绕项目不遗余力遥 咬住项目袁
精心谋划破冰之旅曰穷追项目袁千方百
计实施铺路之旅曰盯紧项目袁坚定不移
推进捕鱼之旅遥 突出招大引强袁注重引
进一个项目带动一个产业链遥

环境是生产力尧竞争力尧亲和力和
吸引力袁是最大的品牌袁是最大的资源遥

瑞金牢牢抓住野优化环境的核心是
服务冶这个根本袁在服务态度尧服务质
量尧服务时效尧服务水平上下功夫袁栽下
梧桐树袁引得凤凰来袁以真心尧真情感染
外来投资者袁使客商进得来袁安得下袁能
发展袁有钱赚袁被授予野投资江西十大首
选地冶野浙商渊省外冤最佳投资城市冶等荣
誉称号遥

吸引一批龙头企业
瑞金政策资源野多冶遥
作为江西省的野窗口冶城市袁瑞金享

有赣南苏区振兴发展的相关特殊政策袁
在叶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
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曳中单独提到瑞金
的就有 14 处之多袁国家财政部尧新华社
对口支援瑞金袁国家发改委还专门批准
了瑞金尧兴国尧于都振兴试验区发展规
划曰同时袁瑞金作为省直管试点县袁在发
展自主权等方面被赋予特殊政策袁拥有

设区市级和部分省一级审批管理权限袁
并在省里的诸多资源分配中单列安排遥
瑞金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袁在瑞金
落户的国家鼓励类及江西省投资优势
产业企业所得税减按 15%征收遥 瑞金享
有国定贫困县企业上市 野即报即审尧审
过即发冶的绿色通道政策袁符合上市条
件的企业不再需要排队等待袁减少企业
上市过程中的机会成本和各种政策风
险遥

瑞金立体交通野畅冶遥
瑞金近粤邻闽袁是赣州最早实现通

两条高速公路以及动车客运和铁路货
运的县袁现已开通到南昌尧苏州尧北京的
始发列车袁可直达上海尧南京尧福州尧厦
门尧深圳尧汕头等城市遥 未来 3 年袁随着
赣深铁路全线通车袁 以及昌抚瑞高铁尧
瑞梅铁路尧 渝长厦客运专线的建成袁将
直接把瑞金拉入粤港澳大湾区 3 小时
交通圈遥 同时袁瑞金机场已于今年 6 月
30 日开工袁2022 年将建成通航袁 首批通
航北京尧上海尧广州尧西安尧成都等城市袁
将形成涵盖公路尧铁路尧航空的立体交
通枢纽袁进一步拉近瑞金与各大城市的
时空距离遥

瑞金产业起点野高冶遥
进入野十四五冶袁瑞金将进一步聚焦

主导产业,大力建链尧补链尧强链袁重点培
育引进以饮品尧特色水产品尧粮油加工尧
功能保健品尧果蔬精深加工尧食品包装
新材料为主的绿色食品产业集群袁培育
引进以高端面料尧品牌休闲鞋服尧特种
服装为主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袁 以铜
箔尧铜带尧高端线材尧光电照明尧智能输
配电设备为主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产业集群袁以功能性食品尧医疗医美尧康
养保健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体系袁并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袁加快 5G尧区块链尧
大数据尧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和发展遥
瞄准绿色食品尧纺织服装尧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等主导产业袁 以及大健康尧新
能源尧新材料尧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袁瑞
金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尧 长江经济
带尧海西经济区等区域袁着力招大引强袁
成功引进正大集团尧济民可信尧得邦照
明尧德保膳食等一批龙头企业遥

古时袁瑞金因野掘地得金尧金为瑞冶
而得名遥 今天袁瑞金优势更明显遥 森林覆
盖率达 74.5%袁成功创建野共和国摇篮冶
旅游区国家 5A 级景区袁 获评全国农业
产业化示范基地县(市)尧全省旅游强县曰
是赣闽粤三省的通衢袁是长江经济带和
海西经济区的黄金腹地曰 生态环境优
越袁空气有点甜袁水有点甜袁蔬菜有点
甜遥

瑞金本是祥瑞地袁 筑巢引凤就等
你遥

瑞金欢迎你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