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 责任编辑 刘 艳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8

●社址：江西省九江市南湖支路 17号 ●邮编：332000 ●办公室：8569508 ●总编室：8584198●要闻部：8585982 ●经济部：8558153 ●社会新闻部：8558155 ●专版部：8558157 ●广告部：8557890 ●发行中心：8558162 ●广告发布登记：九市广登第 1701号 ●九江日报印刷厂电话：8326655 ●季价：100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擘画城市蓝图，需要
七彩齐绘；谋划城市发展，更须统筹兼顾。“近年来，我们始终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积极融入省市发
展战略，牢牢把握城市工作特点，着力繁荣城市经济、提升城市
管理、加大城市建设、托起城市福祉，实力、活力、魅力、和谐现
代化浔阳建设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浔阳区委书记宋细妹
如是介绍。

对浔阳区而言，如果说红色是主色，绿色是底色，那么“实
力、活力、魅力、和谐”四个关键词如同一花四色，齐呈亮丽，共
绽缤纷。

他们在“靓城”上推实举，提升城市管理，“九派浔阳郡，分
明是画图”。该区始终把城市管理作为城市工作的永恒主题，
坚持问题导向，按照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思路，提升管理水平，实
现“车多有序、人多有礼、街老整齐、路窄干净、房旧灯亮、城美
宜居”。努力打造美丽九江浔阳样板：持续开展集中整治活
动。坚持一年一主题，一年一提升，深入开展“百日大提升”“创
新提高年”“ 规范提升年”等活动，扎实推进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创新城市管理服务机制：优化资源整合，加强城市管理执
法队伍建设；坚持重心下移，坚持“城管队伍专职化”，推进城市
精细管理,在全市首创街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引导社会参与，
真正实现城市管理共治、共享、共赢。推进城市管理措施改革：
管理方式智能化，投资 1000 万元建成智慧城管平台；运营方式
市场化，按照“花钱买服务、不花钱养人”的理念，引入社会资本
参与管理；激励方式人性化，设立 400 万元年度城管奖励专项经
费，重奖一线作业单位和工作人员。

他们在“兴城”上做文章，加大城市建设，“长江飘玉带，明
月滚金球”。全力推进棚户区改造：着力改善城区困难群体居
住条件，不断升级城市空间。去年推进 19 个棚户区片区改造，
完成棚改任务 10827 户，拆迁面积 93 万平方米，棚改规模、棚改
面积创浔阳历史之最，全区没有发生一起因棚改造成的群体性
集体上访事件，动迁群众送锦旗 213 面、感谢信 67 封。今年计
划动迁 9300 户，目前已完成 3467 户。持续推进街区改造：改造
边街小巷，去年投资 2000 万元改造边街小巷等民生基础设施
186 处；提升历史街区，全力推进庾亮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改造、
九江租界博物馆等项目，保护城市历史，提升城市品位；实施腾
空透绿，积极筹集各方资金，因地制宜拆除一批零星建筑，腾空
透绿，建一批绿地及市民活动场所，完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
统筹推进安置房建设。建好：去年投资 8.1 亿元在建安置小区 5
个，总建筑面积 57.2 万平方米。分好：遵循“决策民主、程序正
当、结果公开”的分房原则，科学有序推进殷家畈、琵琶亭、德化
二期等建成安置小区分房工作。管好：公开选聘物业管理公
司，加强日常监管，提供优质服务；延伸管理触角，探索居民外
迁后户籍地与居住地管理服务新途径。

他们在“暖城”上付真情，提高城市福祉，“秀色可揽结,此地
巢云松”。加大民生领域投入：不断加大民生社会事业投入，去
年民生资金支出达 9.6 亿元，占总支出的 70%以上。大力实施
民生实事，完成三里街等 7 个农贸市场改造、金泰港社区店等 8
家便民超市布点，启动浔东小学等 7 个学校项目建设，实施“爱
心驿站”“健康小屋”“光明·微笑”工程等一批暖心项目；加大就
业帮扶力度，累计发放小额担保贷款 1.47 亿元，关注弱势群体，
发放各类慰问金近百万元；着力改善民生环境，融入全市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搭建平台，创新机制，“浔阳一
家亲”等群众性文化有声有色。落实环境保护要求，着力开展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保护生态环境，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全力推进“河长制”、大力开展“清河行动”，完成了 5 座沿江非法
码头整治工作。加强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刑事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26.8%；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创新建立 6.26 禁毒服务中心和派出所消防执法规范化
建设。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大整治，全年检查单位
1876 家，排查整改隐患 931 处。

7 月 10 日上午，浔阳区市民服务中心一楼大
厅朗读亭前早早地排上了一支队伍，机关党员干
部 依 次 走 进 亭 中，捧 读 红 色 家 书，重 温 革 命 历
史。“浔阳区发布”七月也同步更新特别栏目《品
读“红色家书”》。一个个诀别的红色故事，犹如
一曲曲催人奋进的号角；一段段执泪的红色文
字，宛如一片片启迪心灵的音符。党员干部们
纷纷表示，要传承革命先辈的优秀品质，把不怕
苦、不怕累、勇于创新的精神落实在今后的履职
工作中。

今年以来，浔阳区积极响应省委书记、省长
刘奇向全省党员干部发出“每位同志都要认真读
一读红色家书”的号召，深入开展“诵读红色家
书，不忘初心使命”“不忘初心，观看红色电影”等
系列主题活动。在区办公楼大厅朗读亭前，不论
是中午休息还是下班时间，总能看到接力朗读的
队伍，截至目前，全区 300 多名党员干部加入其
中，掀起了一股诵读红色家书的热潮。近期，该
区还将投放 3 台朗读亭，其中 2 台为流动模式，以
便红色经典走进学校、社区、企业等，让市民在享
受阅读乐趣的同时，激发浓浓爱国情怀，营造全
民阅读良好氛围。

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时下的浔城
正充沛“红”的色彩和热度，无数浔阳奋斗者满怀

“红”的激情与活力，催生一座城市“红”的发展与
后 劲 ：今 年 二 季 度 ，预 计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186.75 亿元，总量全市第一，同比增长 9.3%；预计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4.3%,增幅全市第一；服
务业增加值完成 152.14 亿元，总量全市第一，同

比增长 10.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主营业务
收入 24.16 亿元，同比增长 11%。

时光回溯，城与城的相遇总有某种因缘际
会。2011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
上海戏剧学院精心打造，推出大型原创舞蹈诗

《红》，精彩展现中国共产党 90 周年光辉历程。
《红》自首演至今，先后在“纪念《上海合作组织宪
章》签署十五周年”专场演出，国家大剧院、上海
国际艺术节展演中华丽绽放，并走出国门，讲好
中国故事，在法国巴黎、摩纳哥哈桑二世大学等
地隆重上演，掀起一场场红色旋风。

此次《红》首次走进全国市县级城市，在浔盛
大开幕，也属江西首演。黄浦江上平阔奔涌，浔
阳江头风物宜人，来自千里之外的这抹鲜红亮色
融进浔城血脉之中，两地共书“红篇”，必将续写
辉煌。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红”情倾
城，“绿”意浓浓，城市节节生长，产业欣欣向荣……踏
上寻“阳”之旅，处处令人欣喜。

浔阳人深知“三产”的无限潜能。于是，他们一方
面克服空间不足、工业载体较少的困难，扬优“11 公里
的沿江岸线，区位优越，交通发达，配套完善，人流、物
流、商流庞大，辖区信息、金融、技术”等丰富资源，提出

“本地提质、飞地招商”思路，做强“飞地”经济，着力引
进大项目、服务大发展；仅今年第一季度就推介“飞地”
项目共 5 个，其中 2 个项目已成功签约；另一方面，他们
在做强主导产业上想尽办法、下足工夫，着力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引进新业态落户集聚，加快现代服务业
发展。

纵横兼顾，誓向空间要效益。楼宇落总部：出台服
务业发展工作意见、楼宇经济发展规划等文件，对中瀚
商务中心等 28 栋商务楼宇、600 余家企业实行挂牌服
务，实现年度楼宇税收过亿元。

宏微结合，突出城围拓市场。社区提功能：以社区

为轴心，着力打造“15 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完善养老
服务，探索建立机构养老、专业服务、社区照料、邻里互
助、协会维权“五位一体”社会化养老模式。城外大物
流：全区目前共有龙头物流企业 5 家，其他大型物流企
业 20 余家，年交易额达 100 亿元。

“金旅”并进，提升服务优环境。金融促发展：积极
整合资源，引进基金公司，支持企业发展，组建寻阳金
融投资集团、投资公司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为企业发
展提供源头活水；2017 年“财园信贷通”发放信贷 13.92
亿元，连续两年位列全省第二、全市第一；钒宇新材料
在新三板挂牌成功上市，另有 50 家企业成功挂牌省联
合股权交易中心，在全市率先完成在国家、省级股权交
易单位上市挂牌全部任务。旅游劈新途：主动融入全
市旅游，主动派员进驻市文旅集团工作，与市文旅集团
和国内知名企业开心文娱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浔开
心有限公司，打造“吃、住、行、游、购、娱”服务特色，争
做旅游节点和目的地。

“双创”齐兴，立足区情促转型。拥抱新经济，该区

积极打造新经济发展高地，培育 1 个国家级平台、2 个
省级平台。政策生动力：出台《关于以重大项目落实为
抓手深入推进新经济发展的意见》，设立 4000 万元引导
基金，通过产业引导、财税支持，鼓励创新、扶持创业，
着力降低创业门槛，形成“双创”氛围。企业焕生机：在
新经济培育过程中，突出企业主体，成功引进国内领先
一站式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猪八戒网入驻浔阳，
目前入驻企业 153 家；引进国内领先互联网创新创业公
司颐高集团打造颐高互联中心，31 家企业已入驻运营；
推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津晶城科技园建设 792 创
意园，发挥科技引领作用，一期已入驻企业 154 家。“双
创”齐兴，“三足”鼎立，一举奠定了该区新经济快速发
展的新格局。

多措并举，浔阳奋斗成效显，数据最有说话权：去
年 ，该 区 服 务 业 增 加 值 实 现 318.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3%，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83.1%，总量稳居
全市第一；新增入库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共 32 家，新增
数全市第一；服务业在全市三产发展中继续领跑。

蔡蔡 慧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星宇姚星宇

浔阳琵琶翻新曲，开窗纳入东风来。盛夏倾城，激情似
火，汲取《红》剧精神动力，吸纳“峰会”群贤智慧，浔阳奋斗者
们正埋头实干、砥砺前行，魅力浔城一定会实力更强、活力更
足、魅力更大、福祉更多。

黄浦浩荡，浔阳浪涌；沪浔牵手，共书华章。
上海戏剧学院大型原创舞蹈诗《红》在赣首

演、文娱产业投资高端峰会盛大开幕、上海戏剧
学院艺术创作与实践基地落户浔阳……打造红
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当下魅力浔城，精彩好
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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