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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新征程 乘势实现新跨越

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不懈奋斗
要要要在中国共产党瑞金市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渊摘登冤

渊2021 年 8 月 29 日冤
市委书记 吴建平

大会的主题是院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袁动员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袁砥砺奋进新征程袁乘势实现新跨越袁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不懈奋斗遥

一尧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
要要要经济发展稳步前行遥 主要经济

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尧全省和赣州市平均
水平袁连续六年被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
渊科学发展冤综合考评先进县市遥

要要要脱贫攻坚全面胜利遥 82347 名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袁3592 名城镇贫
困群众全部脱贫解困袁49 个贫困村全部
退出袁在赣南革命老区率先实现脱贫摘
帽袁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遥

要要要城乡面貌深刻变化遥 城市建成
区面积列赣州各县市第一袁全市常住人
口城镇化率达 49.9%遥 城区环卫保洁服
务尧 城乡供水实现一体化袁野七改三网冶
基础设施和配套野8+4冶综合公共服务设
施全面改善袁农村水泥路尧动力电尧广播
电视尧互联网实现村村通遥 空气质量稳
居全省前列袁获批省级森林城市尧省级
卫生城市遥

要要要改革开放不断深入遥 深入推进
中小城市综合改革尧农民工等人员返乡
创业等一批国家级试点事项袁统筹实施
机构改革尧农业农村尧财税金融尧国有企
业尧医疗卫生尧社会治理等各领域改革遥

要要要民生福祉持续改善遥 提前三年
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遥 每年财政投入民生占比均超
过 85%袁各项民生实事有效落实遥

要要要党的建设全面加强遥 贯彻新时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袁认真开展野两学一
做冶学习教育尧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主
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袁党员干部理想
信念更加坚定遥 党的基层阵地资源整
合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建设实现全覆
盖袁 宣传思想文化阵地不断巩固壮大遥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袁
不敢腐尧不能腐尧不想腐的笼子越扎越
牢遥

五年发展实践的启示和宝贵的经
验院必须坚持政治引领袁必须坚持发展
为要袁必须坚持解放思想袁必须坚持人
民至上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遥

二尧今后五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
标任务

今后五年袁 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
是院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袁聚
焦野作示范尧勇争先冶目标定位和野五个
推进冶重要要求袁统筹推进野五位一体冶
总体布局袁协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
局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袁坚持新发展理念袁坚持深化改革
开放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袁以推
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袁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
力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根本目的袁统筹发展和安全袁纵深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袁 聚焦 野三大战略冶
野六大主攻方向冶袁努力打造区域性创新
创业中心尧红色文旅中心尧交通物流中
心尧体教康养中心野四个中心冶袁加快建
设现代化次中心城市遥

今后五年袁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目标是院 县域经济更具领跑实力曰产
业体系更有特色规模曰功能格局更显中
心地位曰人民生活更为幸福美好曰党的
建设更加坚强有力遥

三尧把野四个中心冶作为重要支撑袁
加快向现代化次中心城市迈进

渊一冤打造创新创业中心遥

要要要主攻工业袁 做强创新创业平
台遥 唱响工业强市主旋律袁坚持大项目
支撑尧大企业引领尧园区化承载尧集群化
推进袁全面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
现代化水平袁力争 2025 年规上工业营业
收入突破 500 亿元遥构建特色产业体系遥
依托现有产业基础袁大力发展以铜基材
料为上游袁线束线缆尧光电照明尧电子器
件尧数控装备为下游的电气电子及材料
首位产业袁努力建设赣闽粤重要电线电
缆产业基地袁力争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400 亿元遥 发挥农产品尧旅游资源优势袁
加快发展以功能性食品尧 药食同源食
品尧药品尧保健品和医疗器械为主的食
品医药首位产业袁努力建设江西绿色食
品工业的重要创新区尧全国旅游消费商
品的主要加工输出地袁力争 2025 年产业
规模达到 60 亿元遥 深度融入赣州纺织
服装产业带建设袁 突出培育特色织造尧
特殊材料尧特种服装尧特级辅料野四特冶
产品体系袁 努力建设特色服装产业集
群袁力争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35 亿元遥
加快萤石尧白云岩尧高岭土尧花岗岩等非
金属矿资源深度加工尧 高附加值开发袁
努力建设非金属新材料精深加工基地袁
力争 2025 年产业规模达到 40 亿元遥 大
力培育发展港口经济尧节能环保尧北斗
应用尧智能制造尧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袁
构建野2+2+N冶产业体系袁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遥 加快园区平台建
设遥 全力推进经开区基础设施建设袁力
争每年新增开发面积 2000 亩以上袁三年
内新建标准厂房 200 万平方米以上袁大
幅提升项目承载能力遥 加强经开区规划
设计开发袁 高标准规划建设红都科创
城尧 循环经济产业园和红创产业制造
区袁加强产业研发机构尧技术中心尧检测
平台建设袁 打造高水平现代化产业平
台遥 统筹产业和城市空间布局袁加快完
善开发区生活配套设施袁逐步实现产城
融合尧 一体发展遥 推进经开区建设尧管
理尧运营市场化改革袁坚持野亩产论英
雄冶导向袁深化节地增效袁推进野标准地+
承诺制冶袁 有效盘活低效利用和闲置土
地遥 全力推动招大引强遥 始终把招商引
资作为全市抓经济尧 抓发展的头等大
事袁大力实施全民招商尧全员招商袁用好
考核指挥棒袁让大抓招商在瑞金蔚然成
风遥 抢抓国家支持赣南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机遇袁高质量建设专业招商队
伍袁创新社会招商方式袁大力推进产业
链招商尧以商招商尧资本招商遥 深入实施
野三请三回冶野瑞商回归冶行动袁力争每年
引进投资超 50 亿元项目 1 个尧 超 20 亿
元项目 3 个尧超亿元项目 30 个遥 优化安
商服务队伍和项目落地机制袁实行野拿
地即落地尧落地即开工尧开工不停工尧停
工必追责冶袁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遥

要要要乡村振兴袁 打牢创新创业基
础遥 坚持把农业农村作为创新创业的基
础支撑袁充分激发乡村活力袁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尧农村宜居宜业尧农民富裕富
足遥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遥 严格落实野四个
不摘冶和 5 年过渡期要求袁保持主要帮
扶政策总体稳定遥 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帮
扶机制袁确保野两不愁三保障冶问题动态
清零袁坚决防止规模性返贫遥 完善产业
发展利益联结机制袁支持和鼓励脱贫劳
动力就业创业袁促进脱贫人口和低收入
人口持续增收遥 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
持袁 完善安置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袁
保障搬迁群众享有同等的基本公共服

务遥 加强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和监督袁确
保持续发挥效益遥 加快现代农业发展遥
加快建设瑞金中心粮库袁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管理袁坚决防止耕地野非农化冶
野非粮化冶袁全力抓好粮食生产遥 优化农
业产业布局袁 重点打造脐橙尧 蔬菜尧烟
叶尧油茶尧毛竹尧生猪等主导产业袁进一
步培育肉牛尧蛋鸡尧鳗鱼尧白莲尧瓜果类
等特色产业遥 持续抓好柑橘黄龙病尧松
材线虫病等疫病防控袁保障农业生产安
全遥 扶持一批农业龙头企业袁推广绿色
农产品品牌认证袁加快创建江西省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遥 加强与江西农业大
学尧江西省农科院尧赣南科学院等科研
院所对接合作袁 加大农业人才培育力
度袁普及推广农业科技袁推动现代农业
高质高效发展遥 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袁大力推进生猪尧蔬菜全产业链
项目建设袁培育壮大体验农业尧休闲农
业等业态袁打造一批乡村振兴产业融合
示范区遥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遥 扎实推进
乡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袁全面提升圩镇
建设水平袁高标准建设美丽乡镇遥 创新
发展乡镇经济袁 充分赋予乡镇事权袁建
立市统筹尧乡镇落实工作机制袁制定差
异化政策尧实行差异化考核袁因地制宜
推动乡镇经济加快发展遥 加快推进农田
水利等设施建设袁 强化农村建房管控袁
持续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袁高水
平建设一批新时代野五美冶乡村遥 深入推
进农村厕所革命袁全面完成农村户用厕
所无害化改造遥 大力实施乡村教育质
量尧健康乡村尧农村养老等乡村公共服
务提升计划袁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质
量遥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遥 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袁创新村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方
式袁健全自治尧德治尧法治相结合的乡村
治理体系遥 加强基层阵地建设和管理袁
深化移风易俗行动袁 广泛开展村民说
事尧民情恳谈等活动袁让农民得到更好
的组织引领尧社会服务尧民主参与袁以良
好的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尧
全面发展遥

要要要改革开放袁 释放创新创业动
能遥 坚持实事求是尧解放思想袁通过全面
深化改革开放袁 突破传统路径的依赖尧
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袁为创新创业蓬勃
发展营造良好氛围遥 把优化环境作为重
中之重遥 向先进发达地区看齐袁围绕野大
湾区能做的袁我们也要能做到冶目标袁统
筹推进各领域改革袁扎实推进优化营商
环境专项行动袁让机制更活尧效率更高尧
服务更好遥 持续深化野放管服冶改革袁不
断完善野互联网+政务服务冶袁实现更多
高频服务事项 野一次办冶尧野秒批秒办冶尧
自助办遥 总结推广 野全产业一链办冶经
验袁最大限度减环节尧压时限尧降成本遥
全面推行企业评单位尧政务服务野好差
评冶制度袁打造全省政务服务满意度一
等县 渊市冤遥 认真落实政企圆桌会议制
度袁强化惠企政策落实袁切实帮助企业
解决用地尧用工尧融资等瓶颈制约遥 从市
领导抓起尧从各级干部做起袁确保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落到实处尧 说到做到袁让
企业在瑞金放心投资尧安心发展遥 把开
放合作作为关键一招遥 积极融入全省
野一圈两轴三区冶 发展格局袁 加快全面
野融湾冶步伐袁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野桥头堡冶遥 用活用好叶国务院关于新
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曳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曳袁 争取和实施

更多试点示范事项遥 加强区域分工合
作袁 争取与发达地区建立对口合作关
系袁推动产业发展尧社会事业尧干部人才
交流等方面合作取得更大实效遥 把科技
创新摆在核心位置遥 强化科技创新金融
支持袁探索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创新发
展引导资金袁鼓励金融机构尧社会资本
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遥 围绕产业发展设立
科研攻关项目袁开展科研课题野揭榜挂
帅冶遥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袁加快完善
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袁大力实施优质企
业梯次培育行动袁支持现有企业扩能技
改遥 加强与中科院赣州创新研究院对接
合作袁争取建设铜加工和线缆产业科研
成果转化中心遥 做大做强电线电缆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尧 综合检验检测中
心袁提高产业研发能力和安全检验检测
能力遥 力争到 2025 年袁培育省级以上科
技创新平台 12 个袁 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50 家袁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
40%遥把人才引进作为系统工程遥进一步
放宽人才引进限制袁建立市场化薪酬制
度袁探索用股权尧期权尧收益分配权吸引
人才袁积极引进现代农业尧工业尧旅游尧
金融尧教育医疗尧城市规划建设等领域
高层次人才遥 完善顾问聘任制等柔性人
才引进模式袁 建设一批博士工作站尧乡
土人才服务站袁推进人才住房尧人才公
园尧人才疗养基地建设遥 完善人才服务
保障体系尧 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袁加
快人才政策落实效率袁 实现事业留人尧
感情留人尧环境留人遥

渊二冤打造红色文旅中心遥
要要要做强红培研学品牌遥 做大做强

红色研学教育培训产业袁加快瑞金干部
学院二期建设袁提升瑞金市委党校渊瑞
金社会主义学院冤办学水平袁支持社会
力量培育一批红色培训尧红色研学龙头
机构遥 推进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袁主
动加强与国家部委对接袁打造红色文化
保护传承示范基地遥 深挖红色文化内
涵袁开发系列精品课程袁加强红培师资
培育袁提升红培智能化管理水平袁打造
全国党员教育培训示范基地尧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教育基地尧中小学研学教育基
地遥 发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护渊瑞金冤
体验中心教育教学作用袁争创全国应急
管理干部队伍培训基地遥 推动赣州市人
民警察学校项目建设袁打造全省乃至全
国有影响力的警察培训基地遥 完成瑞金
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基本陈列改展
工程袁实施武阳革命旧址尧大柏地战斗
旧址尧 叶坪洋溪革命旧址等保护利用遥
建设红色旅游指数评价体系袁在全国率
先发布红色旅游指数袁树立瑞金在红色
旅游领域的话语权遥

要要要拓展新型旅游业态遥 加快中央
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尧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历史步道瑞金段建设袁打
造长征主题旅游片区遥 加快红色故都尧
红色影视基地建设袁 打造红色培训尧影
视文化尧旅游度假城郊旅游片区遥 加快
推进日东太阳山景区项目建设袁打造以
红色文化为主题尧生态休闲为依托的复
合型旅游度假目的地遥 建设高山避暑尧
温泉养生特色酒店袁实施武阳温泉养生
度假区尧 武阳粟田白竹寨瀑布景区尧九
堡铜钵山避暑旅游区尧 九堡密溪古村尧
泽覃城市野后花园冶等旅游综合项目袁推
动罗汉岩景区与陈石湖国家级水利风
景区一体开发袁打造山水休闲尧温泉养
生旅游业态遥 渊下转第 5 版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