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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故里 美丽无比
瑞昌市赛湖农场螺蛳港村休闲广场前，一批南昌籍知青来到这里参观，重温 50 年前的记忆，感叹新农村建设带来

的巨大变化。2017 年，螺蛳港村筹集资金对进村道进行了硬化；今年 6 月，申请为省级新农村建设点后，拆除猪圈牛
栏 100 余间，改建旱厕 70 余间，安装污水管网，引进微动力污水处理设备，新建分解式污水处理池，兴建一个休闲广场
和篮球场，按照徽派建筑风格对房屋进行平改坡并新建马头墙，组织施工队对墙体进行拉毛刷白和绘制墙画。村庄
南面建设螺蛳港产业园基地，火龙果、蓝莓等水果长势喜人，计划引进葡萄、黄桃等水果产业，打造集休闲、旅游、民
宿、垂钓、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化新村。 （本报记者 邝南先 摄）

市建设局着力推进
“五型”机关建设

本报讯(张志鹏)日前，市建设局先后召开局党委会、动
员部署会，研究制订实施方案，明确具体举措，层层压实责
任，不断浓厚氛围，在建设系统全力推进“五型”机关建设。

围绕建设忠诚型机关，市建设局将围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在全局系统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和党的十九
大报告不断引向深入。加强对党忠诚教育，坚持党章党规
学习常态化，定期组织党课教育和主题党日活动。

围绕建设创新型机关，市建设局将围绕项目建设、城乡
环境综合整治、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建筑业快速发展、“三
城同创”、“放管服”改革等中心工作，推出更多实质性动作、
突破性措施和创新性招法。加快推进建筑工地视频监控平
台，建筑工地质量、安全诚信管理平台和“互联网+行政审批
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围绕建设担当型机关，市建设局将大力推进“一线工作
法”。深入落实“五个一”机制要求，加快推进重大建设项
目；健全环境整治工作机制，统筹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大力
支持鼓励建筑企业“走出去”，推动本市建筑业转型升级、建
筑产业做大做强；加快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建设，发挥试点城
市示范引领作用。

围绕建设服务型机关，市建设局将着力优化相关行政
审批程序，实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
手续事项纳入施工许可并联审批事项，推行容缺办理、告知
承诺。积极推进网上审批和电子证书，为推行行政审批事
项“一次不跑”和“只跑一次”创造条件，让信息多跑路、企业
少烦心、群众少跑腿。

围绕建设过硬型机关，市建设局将持续开展建设系统
上下作风建设“大起底”行动，驰而不息纠正建设领域的“四
风”问题，着力纠正“怕、慢、假、庸、散”等作风“顽疾”，让清
正清廉清明成为建设系统干部队伍的鲜明底色。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十一届六次全
会精神，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和百姓幸福指
数，充分发挥公众参与民生实事项目建设
的积极性，根据《关于实施市民生实事项
目人大票决制工作的意见（实行）》（九办
发[2018]10 号）和《九江市民生实事项目人
大代表票决制工作实施方案》（九常办发
[2018]60 号）要求，决定面向广大市民公开
征集 2019 年九江市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范围：九江市
中心城区范围内（不含柴桑区），涉及教
育、医疗、卫生、民政、文化、体育、市政、便
民商贸流通等政府财政出资建设，原则上
2019年年内可建成的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二、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原则：项
目应具有普惠性、公益性和区域平衡性，
且社会效益较为突出。

三、有关征集要求：
1. 征 集 时 间 ： 2018 年 11 月 9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9 日（集中征集时间：2018 年
11月 9日至 2018年 11月 23日）。

2.项目填报：（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2）项目建设地点、建设期限、建
设规模、建设内容；（3）项目估算总投资及
市本级财政投资占比；（4）项目单位联络
人或项目推荐人、联系电话（含座机号及
手机号）、电子信箱。

3.项目方向。请围绕民生实事建设项
目范围，突出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原
则，提出 2019年市民生实事建设项目。为
便于广大市民准确把握项目方向，可参照
2018 年我市实施的“十个一百”民生工程

（详见附件），提出 2019年市民生实事建设
项目。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和单位踊跃参与！
1.市政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陈义恳; 电话：8578478；邮箱：

15007923257@163.com（市建设局）
姓名：马力波; 电话:8582723；邮箱：

ysk8582723@163.com （市交通局）
姓名：徐水生; 电话：8558970；邮箱：

jjcsgm@163.com（市执法局）
2.教育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汪保祥; 电话：8121582；邮箱：

jjsxjb@163.com
3.医疗卫生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 名 ：吴 强; 电 话 ：8323276；邮 箱 ：

jjwjwghk@qq.com
4.文化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陈志辉;电话：8135558；邮箱：

jjswgxj@126.com
5.体育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洪金德;电话：8586553；邮箱：

1272402970@qq.com
6.民政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联系人
姓名：刘文华;电话：3908658；邮箱：

2356721578@qq.com
7.便民商贸流通类民生实事建设项目

联系人

姓名：伍云翎;电话：8584576；邮箱：
18679625707@163.com
附：

2018年九江市“十个一百”民生工程
项目清单

1.新建绿地小游园项目
2.文化建设小广场项目
3.公共停车场项目
4.标准化菜市场改造项目
5.免费公厕项目
6.标准化幼儿园项目
7.边街小巷项目
8.公交候车亭项目
9.社区综合服务站项目
10.便民放心超市项目

2019年九江市民生实事建设
项目征集初定工作组

2018年11月 9日

2019 年九江市民生实事建设项目征集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
项目推荐人 建设地点 建设期限 建设规模及内容

总投资

其中市本级
财政出资

建设的必要性
和可行性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及电子邮箱

关于征集2019年九江市中心城区民生实事建设项目的公告

金秋时节，记者一行来到瑞昌市赛湖农场中的美丽
乡村示范村——螺蛳港新村，螺蛳港新村素有“知青故
里”的美称，一进入新村，排排整齐的徽派风格建筑，与白
色的院墙融为一体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等中华
美德墙画，广场周边花坛上竞相绽放的各色鲜花，都让这
个村庄充满不可抗拒的魅力。坐在村西头的休闲凉亭
内，品一杯香茶，看赛湖水波光粼粼，闻满眼招展花枝香、
任微风拂过脸颊，何其惬意与悠闲，让人忍不住想深入

“知青故里”，去发现，去探索。
螺蛳港建于赛湖农场建场初期的 1952 年，原是杨柳

湖水系的一部分，后因围湖造田，将该地围成了内螺蛳港
和外螺蛳港，此地，当年被称之为赛湖农场三大队。整个
螺蛳港占有水面 120 亩，耕地 1380 亩。1968 年首批南昌
知青下放到赛湖时将这里改称二营五连，这里便成为当
年知青集中的居住地。1969 年又改成为九连、十连。当
时九连在螺丝港南岸，十连则设置在北岸。现在的螺蛳
港新村位于内螺蛳港，现有农户 300余户 1500余人。

美丽的螺蛳港，原来是什么样子？赛湖农场副书记
周娣介绍说，在打造新农村之前，螺蛳港的状况可谓堪
忧。全村 1500 多人口，大多系 1980 年瑞昌县政府为建设
赛湖动员高丰、南义、洪下、和平等乡镇的农民搬迁而
至。村民多以务农和进城务工为主，生活条件一般。入
村的道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旱厕、猪圈在房前屋
后随处可见，污水、臭水满溢，恶臭味令人捂鼻而过，杂草
丛生，环境脏乱差。“建新农村”成了村民最大的期盼。

这么大的村庄要建新农村谈何容易？为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打造美丽新农村，建设幸福新家园。今年，赛
湖农场党委、行政决定将螺蛳港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战
场，提前谋划、突出个性、发动群众、提升产业，并精细施
工进行新农村建设，共投入了 500 余万元资金，其中新农
村建设专项资金 110 万元，整合危房改造及其他资金 400
万元，在“七改三网”的建设基础上，螺丝港房屋统一进
行马头墙、灰色外立面及灰色仿砖块墙裙等徽派风格改
造，房前屋后庭院修建了徽派围墙，并在墙上绘上了乡风
文明、精准扶贫、廉政文化等宣传内容，高标准修建了中
心休闲广场及篮球场，安装了微动力污水二次处理设备，
改造原有鱼塘，增加了护栏和彩色水泥休闲步道等。

独特的历史赋予螺蛳港优秀的文化积淀，依山傍湖
的地理特点带给了螺蛳港秀丽的风景和富饶的土地，在
当地政府的带领下，目前螺蛳港新村建设绝大多数工程
已完成，穿村河道已完成改造，“外婆桥”和沿河栈道正在
紧张施工中，由知青宿舍改造的民宿也正在进行外墙手
工绘制纹路。村庄南面就是螺蛳港产业园基地，火龙果、
蓝莓等水果长势喜人。村庄计划依靠螺蛳港产业园，引
进葡萄、黄桃等水果产业，打造集休闲、旅游、民俗、垂钓、
采摘为一体的现代化新村。螺蛳港新村根据已有的自然
和人文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手工业和旅游业，螺蛳
港新村的环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采访途中，记者偶遇来自南昌的知青旅游团，他们都
是 50 年前在螺蛳港下放过知青。几十人打着横幅，举着

旗子，穿着统一印有“50 年再聚首”的 T 恤，走进当年居住
的小屋、看着简单的用具，想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垦时
的艰辛，老人们感慨万千。谈到当年，66 岁的潘老伯哽咽
了，“这么久再回螺蛳港，我感到特别激动。我曾在这里
奋斗耕耘过 10 年，那时我还是十几岁的伢子，毫不夸张
地说这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日思夜想的螺蛳港，天
更蓝水更清了，这里的人还如那时一样热情、淳朴。这里
的变化太大了，我为我美丽的第二家乡感到自豪”。老知
青张阿姨边自拍边由衷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
们知青的今天”。她一直心心念念那段青春岁月，她要把

螺蛳港的巨大变化拍给伙伴们看。她要带家人一起来分
享最美的螺蛳港风土，最真的螺蛳港人情。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做好生态的建设。”周娣最后这样
说道。记者团一行在参观的过程中，深深陶醉于螺蛳港
美丽惬意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环境，美丽螺蛳港新
村现已成为当地居民的幸福家园，它那“知青故里”的特
色和独特的民俗资源将吸引周边及远方游客慕名前来游
玩采摘、休闲垂钓，享受农家乐趣。“乡村振兴”战略正在
螺蛳港新村引弓待发、气势如虹！

美丽乡村“知青故里”螺蛳港
袁小鹏 本报记者 文剑峰 罗文霞

全媒走转改全媒走转改全媒走转改
——走读瑞昌市

（上接一版）
——要加快在物流企业培育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育

龙头。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规模大、实力强、能够提供一体
化服务的航运物流、仓储物流、冷链物流和网络物流龙头企
业。要强主体。鼓励现有航运企业转型升级和上市，加强
与长江经济带航运联盟合作，加快推进本土航运企业兼并
重组、靠大联强，大力引进船舶运力，打造一批长江流域有
影响力的航运市场主体。要促集聚。大力整合一批脏乱
差、小散低物流企业，着力新建一批现代化的综合物流园
区，加快扩能一批专业物流中心。

——要加快在港口联动协作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加
强与省内港口的协作。主动加强昌九两港对接，推动资源
整合、分工协作、一体化发展。要加强与沿江港口的协作。
以长江为纽带，深化与长江沿线重要港口的合作，进一步提
升合作层次。要加强与沿海港口的协作。加强与沿海国际
性大港口、贸易运输巨头、物流战略联盟的合作，拓宽港口
货运业务，加大航线特别是远洋集装箱航线开拓和培育力
度，构建通江、达海、远洋的高效通道。

——要加快在货源市场开发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扩
货源。我们要有扩货源的意识，既要瞄准省内外货源市场、
大物流公司、大运量企业，也要加强与周边地区、工业园区
对接，扩大货物总量。要疏货流。积极争取省里支持，大力
实施集装箱转运网络发展战略，构建以九江港为中心，赣江
和信江沿线港口为支点的港口内支线运输网络。要引货
代。加大货代公司、进出口企业等招引力度，吸引更多的货
代公司组织货物来九江集散。

——要加快在航运业态拓展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完
善航运服务。进一步夯实港航基础服务业，积极培育现代
航运服务业，带动航运产业链条式发展。要做活航运金
融。引导发展航运金融业，拓展投融资渠道，支持航运企业
进入资本市场。要发展新型业态。以现代科技手段和市场
营销理念，大力培育服务外包、邮轮游艇经济、船员培训、船
舶维修等新型业态，促进航运服务业全面提升。

——要加快在临港工业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做
强支撑点。加强产业配套，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业层次，
促进规模化、集群式发展。要打造引爆点。聚焦“5+1”特色
千亿产业，着力引进一批具有带动力、引爆性的重大项目，
促进临港工业发展壮大。一批签约在建的大项目、好项目
要加大推进力度，加快做大做强。要培育增长点。加大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力度，推动产业创新发展，着力培育新的增
长点。

——要加快在制度探索创新上取得实质性突破。要抓
紧研究做前期。抓紧制订“两平台一基金”的操作方案，落
实部门责任，明确重点任务，成立专业团队来推进这项工
作。要抓紧启动谋项目。吃透上级政策，结合本地实际，精
心策划包装一批重大项目。要抓紧对接争支持。加大向上
对接力度，勤汇报、多沟通，及时捕捉信息，畅通渠道，争取
上级支持。

林彬杨要求，建设区域航运中心是一项牵涉面大、关联
度高的系统工程，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形成工
作合力。航运中心建设领导小组要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建
立定期议事协调制度，及时协调解决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
的重大问题。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
凡属职责内的工作，要各负其责，加强配合，主动服务。各
县（市、区）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融入、积极对接。
相关企业要有与港口共命运、同兴衰的观念，充分发挥建设
航运中心的主力军作用。要加强监督考核，定期通报工作
进展，年终综合考评，严格兑现奖惩，确保航运中心建设各
项工作落到实处。

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谢一平指出，一要聚焦互联互
通，打造畅通交通网络。下一步，要继续做足“水”文章，加
快构建以港口为核心，“互联互通、多式联运、通江达海”的
现代集疏运体系。水水要联密，水铁要联运，水公要联通，
水空要联动。二要聚焦开放开发，打造承载大平台。重点
要打造好城市平台、园区平台、口岸平台、服务平台。三要
聚焦高端高质，打造临港大产业。要充分发挥沿江临港优
势，努力构建以沿江产业、港口物流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
系。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发展临港工业。另一方面，要大力
发展临港服务业。四要聚焦共享共赢，推进区域大合作。
强化市域合作，强化省域合作，强化流域合作。五要聚焦立
说立行，以工作实效论英雄。要抓落实，积极向上汇报，争
取政策支持；主动协调配合，部门之间联动起来，形成合力；
层层传导压力，紧盯不放；加大督查力度，确保各项工作迅
速贯彻落实。

会议听取了我市长江经济带区域航运中心建设推进情
况汇报，发改委、交通运输局、港口局、商管办、口岸办、交发
集团等单位作了表态发言。

会前，与会领导实地考察了彭泽县水上综合执法中心
和疏港公路、红光综合枢纽港，市肉类进口指定口岸，综合
保税区（跨境电商产业园）等项目。

市领导董金寿、张新龙、彭敏、罗文江、王丰鹏，市委秘
书长吴照友参加会议。

市委市政府召开建设长江经济带
区域航运中心工作推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