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日前拍摄的
云石山乡丰垅村冬日
如画风光遥 该村依托
红色资源尧绿色生态袁
致力打造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点袁 在打造过
程中融合红色旅游尧
生态农业尧田园采摘尧
乡村民宿及休闲观光
等发展理念袁 全力把
丰垅村打造成环境优
美尧 宜居宜游的红色
旅游示范村落遥

记者周建云摄

本报讯 渊记者刘俊良冤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袁
体育设施日臻完善袁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袁健康养老产业蒸蒸日上噎噎近年来袁我市
紧紧围绕增进民生福祉袁深入挖掘自身优势潜
力袁加大资源投入袁全力打造体教康养中心袁使
得全市体教康养等民生事业呈现出全面发展尧
相得益彰的良好局面遥

去年袁城区幸福幼儿园尧金穗幼儿园等多所
新改扩建学校集中投入使用袁 有力地缓解了中
小学校大校额尧大班额以及幼儿园入园难尧入园
贵等教育民生问题袁 获得了广大百姓的广泛好
评遥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尧高质量发展是我市打造
体教康养中心的重要内容遥 近年来袁我市坚持党
建引领袁通过加大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袁全面改善
学校办学条件袁持续扩充高中教育资源袁创新职
业教育办学模式等方式袁 推动全市各类教育协
调发展尧均衡发展尧创新发展遥 目前袁全市现有各
级各类学校 169 所袁教职工 7296 名袁中小学幼
儿园校园面积 328 万平方米袁 校舍面积 129 万
平方米遥 全民健身瑜伽节尧 全国广场舞交流展
示尧野文明杯冶足球赛尧微马长跑噎噎每年袁我市
都会举办各级各类赛事活动数十次袁 这些赛事
活动袁不仅成为展示我市的一张亮丽名片袁更使
得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遥

体育事业是重要的民生事业遥 近年来袁我市
贯彻实施叶体育事业野十三五冶发展规划曳袁深入
推进野五个中心尧两个全覆盖尧一个耶15 分钟健
身圈爷冶 项目建设袁 推动体育设施设备持续完

善遥同时袁紧紧依托我市 31 个单项体育协会袁积
极联合市总工会尧妇联尧机关事务管理局尧卫健
委尧团市委等相关单位袁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全
民健身赛事活动袁引领全市体育氛围日益浓厚袁
体育事业全面发展遥

人民医院迁建项目稳步推进袁妇保院正式
成为三级医院袁医改红利逐步释放噎噎这是我
市去年来医疗卫生事业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可喜
变化遥 近年来袁我市深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机
制创新改革袁持续加大医疗卫生投入袁大力引进
培养专业人才袁推动全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
面提升遥 截至目前袁全市共有各级各类医疗卫
生机构 635 个袁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192 个袁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实现全覆盖遥 健康养老
产业稳步向前遥

野这里不用自己做饭袁还有阿姨帮忙打扫卫
生袁没事的时候可以找老朋友下下棋袁日子过得
还算顺畅遥 冶近日袁在市福利院生活的老人们纷
纷表示自己对福利院的生活很满意遥 我市坚持
把养老事业摆在重要位置袁坚持加大投入袁创新
方式袁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产业袁让广大老年群众
老有所养尧老有所乐袁按照助餐尧助安尧助医尧助
娱和有场所尧有设备尧有经费尧有队伍尧有制度的
野四助五有冶标准袁建成投入使用居家养老服务
站 145 个遥 截止目前袁全市拥有公办养老院 32
家袁公建民营养老机构 1 家袁社会办养老机构 2
家遥 去年底袁我市达到并超过国家十三五规划中
要求每千老人 35 至 45 床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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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宜业更宜人
本报讯 渊记者吴志锋 刘黎明冤野现在散步很方便了袁风景蛮赞

噎噎冶提及金瑞湾城市公园袁市民总是赞不绝口遥 漫步绵江河畔袁
畅游金瑞湾袁绿树成荫的植被袁曲径通幽的步道袁有韵律尧有色彩尧
有层次尧有品位袁一座全新的现代休闲公园呈现在面前袁置身其
中袁如在画中行遥

金瑞湾城市公园只是瑞金城市发展能级提升的缩影遥 近年
来袁我市聚焦赣州现代化次中心城市定位袁坚持高标准规划袁深刻
挖掘城市内涵袁加快壮大中心城区袁出台制定叶瑞金市中心城区整
体提升规划曳袁初步形成野一江三湾冶引领尧中心城区东进西延尧北
扩南连的野一带三核袁两轴八区冶的城市空间结构袁契合山水布局袁
实施了一批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点项目工程袁建成了金瑞湾
城市公园尧文化艺术中心尧体育中心等网红打卡地袁新修建道路 78
公里使城市点线通达袁红绿交融尧城旅交融袁提升了城市格调和品
位袁城市更宜业尧更宜居尧更宜乐尧更宜游遥

教育是城市的名片遥 针对学前教育资源稀缺尧义务教育大班
额及大校额等现状袁我市实施了城乡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袁野黄
金地段留给教育冶袁多方筹措建设资金 22.41 亿元袁加快推进 21 所
城乡学校建设袁新增各层次学位 26600 个袁其中幸福幼儿园尧金穗
幼儿园尧宝钢希望小学改扩建项目已投入使用袁滨江小学尧振兴小
学等 5 所学校已封顶袁13 所学校正在加速推进中遥

野没有全民健康袁就没有全面小康遥 冶我市以民生福祉为第一着
眼点袁进一步优化康养产业发展布局袁以人民医院尧妇保院迁建为
契机袁用好用活公立医院改革和各项发展政策袁整合全市医疗资源
组建瑞金市总医院袁 扎实推进市域综合医改试点和紧密型医疗卫
生共同体建设袁 努力建成覆盖赣南东部和赣闽边际区域近 200 万
人口袁集医疗服务尧公共卫生保健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医疗卫生中
心袁让人民群众就近就能够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公共医疗服务遥

民生无小事袁枝叶总关情遥我市加快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袁实施城
市更新行动袁高质量实施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三年行动袁全面完
成 2021 年 270 户棚户区改造任务尧26 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袁 低容
积率尧高配套设施水平尧高质量标准建设了 13 个棚改安置房 8674
套曰统筹地上地下市政设施建设袁实施城镇老旧供水尧供气等市政基
础设施更新改造袁开展二次供水设施排查与改造袁特别是西气东输
管道天然气开阀供气袁 成为全省首个通气且工商业气价格最低县
渊市冤袁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曰加强污水管网建设管理袁建成
区内基本消除污水管网空白区域袁实现全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无
害化处理处置袁建成区 26%以上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遥

精细化管理是发挥城市基础设施效能的有效举措遥 我市深化
野网格化冶管理袁全面完成 6 个城市社区活动场所及办公用房项目
建设袁推动资源尧管理尧服务向社区下沉袁实行城市综合辅助管理
第三方治理袁形成政府尧社会和居民良性互动的治理新格局遥

此外袁我市大力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袁接
续推进示范乡镇建设袁全面实施乡镇建设三年行动袁突出补齐圩
镇功能短板袁跟进沙洲坝示范镇后续建设情况袁加快黄柏示范乡尧
叶坪示范镇建设袁实施项目 80 个全面解决圩镇野脏乱差冶问题袁努
力在乡镇经济发展上作示范袁形成可复制尧可推广的野瑞金经验冶袁
切实提升老百姓获得感尧幸福感遥

展望未来袁我市城市功能品质向一流前进遥饮用水水源地取水
口置换工程扎实推进袁梅江引调水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袁城市和农村
几十年的供水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袁野一江三湾冶 水系有了强有力
的支撑袁野绵江八景冶也将得到重塑袁野山在水中尧水在城中尧城在湖
中尧湖在山中冶的城市画卷正在徐徐展开袁野蓝天尧碧水尧绿地尧白墙尧
黑瓦袁闪闪的红星耀中华冶逐步成为现实袁城市生活越来越美好遥

美丽新景入画来
阴记者周建云

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18滋g/m3袁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例为 99.4%袁达到国家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曳二级标
准曰多处饮用水源袁每季度监测一次袁水质达国家叶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曳中规定的芋类水质标准袁水质达标率为 100%
噎噎去年以来袁我市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袁在生态尧城乡
建设及环境整治等工作中袁坚持野蓝天尧碧水尧绿地尧白墙尧黑
瓦冶 城市风貌理念袁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瑞
金遥

一

认真落实叶瑞金市中心城区整体提升规划曳袁初步形成
野一江三湾冶引领尧中心城区东进西延尧北扩南连的野一带三
核袁两轴八区冶的城市空间结构遥 建成一江两岸金瑞湾城市
公园尧文化艺术中心尧体育中心等生活尧运动尧休闲设施等袁
进一步丰富群众工作生活元素袁提升了城市格调品位遥 新修
建道路 78 公里袁使城市点线通达袁努力创造宜业尧宜居尧宜
乐尧宜游的良好环境遥

以民生福祉为第一着眼点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袁坚持选
择好地段尧好材料尧好工艺袁采用低容积率尧高配套设施水
平尧高质量标准建设 13 个棚改安置房共计 8674 套袁回应民
生关切遥 新建 21 所城乡学校袁新增各层次学位 26600 个袁为
师生营造优质教学环境遥

科学编制叶瑞金市国土空间规划渊2021-2035 年冤曳袁构建
野一带三核尧两轴八区冶城市空间结构袁推广客家系野灰白冶主
色调建筑风格袁突出野夏天避暑尧冬天御寒尧全程亲水冶理念遥

二

作为全国唯一县级市入选野无废城市冶建设试点袁我市
经过不断探索袁 确定了以项目建设助推试点建设的工作思
路袁将野无废城市冶建设试点与有机农业和生态工业等产业
深度融合袁通过市场化运作建设了一批野无废城市冶建设项
目遥 其中袁市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尧市野无废城市冶建设
宣传模式在生态环境部对我市野无废城市冶建设试点工作开
展成效评估中得到高度肯定袁入选全国叶野无废城市冶建设试
点典型案例曳遥

累计投入 70 亿元袁实施一批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的重
点民生工程袁 建成金瑞湾城市公园和集文化信息尧 陈列展
示尧图书资料尧演艺休闲于一体的文化艺术中心等文化休闲
设施袁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丰富遥 新建瑞明路尧象湖路等
市政道路 78 公里袁城市交通网日渐完善遥 开展老旧小区和
棚户区改造三年行动袁 累计投入 32.53 亿元高质量建设
8674 套棚改安置房袁 完成 270 户棚户区尧26 个老旧小区改
造袁 象湖镇解放路社区成功入选省高品质智慧社区建设试
点遥

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已实现行政村全覆盖袁 日处理生活
污水能力可达 28195 吨/日袁 除城区象湖镇外的 16 个乡镇
220 个行政村共实施了 252 个污水处理设施遥为确保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项目建成后能规范运行袁我市 16 个中心圩镇共
29 个采用兼氧膜反应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设施袁已委托第
三方江西博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运维管理袁其他 97 处
采用人工湿地处理工艺的污水处理设施由江西益洁环保技
术有限公司进行运维管理袁 采用 EPC+O 实施的 126 个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由原施工单位负责运维袁 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有效管控率达 63.41%遥

三

在服务企业中袁与企业面对面帮扶袁指导企业加强环境
管理尧完善环保相关管理台账袁助力企业规范落实环保各项
管理要求遥 落实环评审批正面清单制度袁 创新环评管理方
式遥 实施野豁免一批袁告知承诺一批袁优化服务一批冶袁精准服
务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恢复性生产和发展遥 对规模较小尧污染
物排放量不大且可控等各类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实行豁
免曰对受疫情影响较大尧就业密集型等民生行业实行承诺制
审批遥

对重点监管企业按照 野一企一档冶 要求规范建档袁并
实行每月至少检查一次的环境监管袁 对监管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袁 及时下发整改提醒函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
到位遥 开展了野清废冶行动尧砖瓦窑企业专项整治尧入河排
污口排查整治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排查整治尧野散乱污冶企
业排查整治尧化工企业排查整治尧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问
题排查整治尧医疗卫生系统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尧工业园区
企业环保大排查尧 水重点单位自动监控及社会化运维企
业尧 重点行业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等专项
行动遥

近年来袁面对一道道党的建设野大
考题冶袁 我市始终把讲政治摆在党的建
设首要位置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筑牢信
仰之基尧补足精神之钙袁以坚强党性铸
就忠诚干净担当之魂遥

党员队伍更加优良精干
人才聚袁事业兴遥 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选人用人工作的
重要论述袁多渠道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
部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尧激励约束并重袁
进一步扩大了年轻干部的源头储备袁为
事业发展注入新生力量遥

党员结构明显优化遥 扎实开展排查
整顿农村发展党员违规违纪问题袁高质

量完成党员发展工作袁去年全年发展党
员 560 名袁35 周岁以下尧 大专及以上学
历新党员分别占比 78.03%尧73.93%遥 党
员教育走深走心遥 实施年轻干部三年培
养计划和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能力
素质提升专题培训袁举办年轻干部野读
书班冶野学习班冶尧 新时代基层干部教育
培训野微课程冶教学大赛遥 一年来袁举办
专题读书班 2 期袁培训党员干部 5761 人
次袁年内实现基层党组织书记尧副书记培
训全覆盖遥 激励党员担当作为袁出台叶瑞金
市在一线 野识马育马赛马选马冶 若干措
施曳袁制定叶瑞金市原创奖尧蜗牛奖尧曝光
奖尧退步奖等 4 个奖项认定暂行办法曳袁征
集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线索 37 条袁评定野蜗

牛奖冶4 个尧野曝光奖冶4 个袁 形成了奖勤罚
懒尧奖优罚劣的鲜明导向袁激励党员干部
担当作为尧建功立业遥

基层基础更加坚实牢固
农村领域成效明显遥 示范创建野百

红冶工程袁荣获赣州市党建创新项目一
等奖袁完成 51 个红色名村尧18 个城市红
色驿站尧12 个学校红色驿站和 12 个红
培示范基地建设遥 在红色名村开展普惠
金融试点改革袁支持和鼓励农村党员发
展致富产业袁 全年为 284 名农村党员致
富带头人发放贴息贷款 2095.9 万元遥 建
立软弱涣散党组织预警机制袁将 5 个存
在预警情形的村党组织纳入软弱涣散

党组织整顿遥
城市领域亮点纷呈遥 全面理顺城市

社区区划调整袁 新调整设置社区 6 个袁
扎实推进社区活动场所建设袁完善和提
升社区活动和服务功能遥 扎实推进赋权
扩能袁 推动人财物等资源下沉到社区袁
激活社区治理新动力遥 构筑精细化管理
体系袁积极推动党建尧综合治理尧创城网
格 野三网合一冶袁 全面落实支部建在网
格尧党员服务在网格袁实现资源共享尧活
动共联尧问题共解遥 各领域齐头并进袁严
格落实机关野四级五岗冶责任清单袁完成
36 个机关党组织换届选举以及支委增
改选工作遥 抓实学校党建野1+N冶结对帮
扶机制袁建立党员名师工作室 103 个袁党
员志愿服务站 68 个遥

引领发展更加踔厉奋发
我市以党建为引领袁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尧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遥 筑牢
坚强堡垒袁组织开展野我为瑞金发展献
一计冶 等活动袁 征集发展意见建议 458
条遥 深化党员岗位建功袁在机关开展野三
亮三创两服务冶活动遥 坚持党的建设制
度改革和各项改革一体推进袁率先在全
省建成 野区块链+24 小时政务客厅冶袁发
展动力活力不断增强遥 进一步夯实基层
党组织在疫情防控工作的战斗堡垒作
用袁 组建 138 支党员突击队开展疫情防
控和疫苗接种遥 发挥人才效益袁高度重
视在中心工作中引进和发挥人才作用袁
累计引进和培育各领域高层次人才 14
人袁行业急需紧缺人才 249 人袁建立 6 个
博士工作站和 1 个专家工作站遥 引领高
质量发展袁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袁 安排 115 个
单位向 101 个重点村选派 296 名乡村振
兴驻村干部袁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升级发
展袁创建粤港澳大湾区野菜篮子冶生产基
地 2 个袁成功入选全国首批鲜活农产品
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试点县遥

固本强基抓党建
阴记者朱燕

体教康养惠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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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现代化次中心城市目标阔步前行
———瑞金市 2021 年经济社会发展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