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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湾里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书面）

（2020 年 5月 28 日在南昌市湾里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书面报告我区 2019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

一、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过去的一年，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指导下，全区人民紧紧围绕“打造四个中心，建设大美湾里”发

展战略目标，真抓实干，求真务实，基本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济

社会发展计划。

（一）经济发展稳中有进，实现湾里经济发展高质量

三年来，我区以“打造四个中心，建设大美湾里”为抓手，

致力实现经济、社会、民生发展高质量。全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3%，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15.1%、15.7%，

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3.1%，主要经济指标近三年年增长稳居全

市第一方阵。2019 年以预期目标、全域旅游、工业发展为经济发

展的主攻方向，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预期。

主要指标全面完成预期目标。发展趋好。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完成 64.25 亿元，同比增长 8.7%；财政总收入完成 17.5

亿元，同比增长 16.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9.6 亿元，同比增

长 19.1%；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1%；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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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完成 10.1 亿元，同比增长 10%；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5016 元，同比增长 9.1%；旅游接待人次达 2273 万人

次，同比增长 35.01%；旅游综合收入完成 73.14 亿元，同比增长

31.6%。主要指标全面完成预期目标，增速在全市排名靠前，并达

到预期效果。结构趋优。一产比重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二产

比重同比上升 2 个百分点，服务业拉动 GDP 增长 4.1 个百分点。

非公有制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为 54.1%，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

全域旅游创建取得明显实效。旅游精品不断壮大。湾里乐道、

天河矿山公园的打造，成为南昌市民网红打卡地、市民游玩的乐

点。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增景添色。7D 彩虹滑道、崖壁速降项目的

建成成为“活乐”场所。金峡谷创 3A 级景区、月亮湾景区顺利推

进，提升了旅游品质，推动了旅游产业提质升级。节庆活动精彩

纷呈。太平心街·芒果啤酒节、南昌市第二届郁金香花展、梅岭

国际电音节等 50 个节庆活动火热开展，电影《小城大事》在我区

正式开拍，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提升了我区“音律之源、大美湾

里”品牌知名度。民宿品牌日渐唱响。开展民宿质量等级评定，

认定了泊园茶村、半朵悠莲等 24 家精品、特色、标准民宿，打造

了太平雷港、招贤乌井上堡、梅岭立新徐家 3 个精品民宿村。连

续三年荣获全省旅游产业先进县区。农娱融合成效明显。积极整

合了 600 多万元资金用于奖补扶持茶叶、果业、蔬菜、中草药等

特色生态农业。大客天下省级休闲农业精品园、太平九龙溪、罗

亭义坪鲜花小镇田园综合体快速推进，37 个规模以上特色果业基

地、23 个花卉苗木基地总面积达 11000 亩的特色农业基地的建设，

已发展成为农娱结合的“美丽经济”，农业增收、乡村美化的样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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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攻坚克难平稳运行。生态工业提质增效。规上工业

营业收入完成 21.90 亿元，同比增长 16.9%；利润总额完成 1.17

亿元，同比增长 141.7%。重点企业效益良好。区属重点监测企业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完成营业收入为 42470 万元，同比增长

35.3%；实现利润 8950 万元，同比增长 205.6%；上缴税金 2724

万元，同比增长 122.2%。

（二）产业基础不断壮大，夯实湾里发展平台添活力

三年来，我区紧紧抓住平台建设主线，致力打造“中医药科

创城江中药谷”、新经济产业园、罗亭工业园和幸福产业园，创

新发展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科创城已实现“两年见形象”的目标，

“四上”企业培育达 77 家，是 2016 年底“四上”企业总数的两

倍以上。罗亭工业园和新经济产业园主营业务收入及税收收入年

均分别增长 63.65%、48.89%和 93%、264%。幸福产业已初具雏形。

2019 年围绕“平台建设，产业培育”，使我区产业基础不断壮大。

“两园一区”不断壮大。罗亭工业园加快转型升级。园区“腾

笼换鸟”，处置僵尸企业 6 家。工业总产值达 16.28 亿元，同比

增长 58.0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 15 亿元，同比增长 51.7%；完

成税收 5088 万元，同比增长 19.04%；完成工业投资 1.2 亿元。盘

活园区低效用地 430 余亩。新投产项目 4 个，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

家，为园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经济产业园做大做强。新增注册

企业 95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5 亿元，同比增长 30%；完成税

收 4325 万元，同比增长 26%。成功获评为“江西省小型微型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中医药科创城江中药谷核心区建设稳步推进。

总投资 3.3 亿元、建筑面积近 10 万平方米的中国（南昌）中医药

科创康养综合体项目启动建设。建立了政、校、企三方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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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出台 12 条专项支持政策措施，人才公寓即将投入使用，中

国（南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入册备案服务企业达到 368 家。拥

有长江学者韩平畴教授等高层次人才 40 余名，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个，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2 个、二等奖 1 个，申请发明

专利 45 项。

产业培育成效明显。完善了各归属地的规上企业和拟上规企

业信息库，完成“个转企”70 家，“企升规”34 家。获评市级服

务业龙头企业 2 家、服务业聚焦区 1 个，高新技术企业 13 家，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 3 家。兑现奖励 391.2 万元。

幸福产业规划成型。紧扣发展前沿，抢抓发展机遇，为加快

实施《江西省关于推进幸福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意见》，编

制了《湾里区幸福产业规划》，该规划致力打造具有湾里特色的

“一核、两圈、多组团”的幸福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为湾里区幸

福产业发展描绘了美好蓝图。

（三）项目攻坚进展顺利，展现湾里实干担当真面貌

三年来，我区始终抓住项目建设不放松，以抓项目、促投资、

调结构、稳增长为主攻方向，取得了乡村振兴、基础提升、家园

美化的攻坚胜利。2019 年，全区继续以“三大战役”、“百日攻

坚”为突破口，全面提升了项目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百日攻坚掀起建设高潮。重大重点项目攻坚出斗志。全区 58

个重大重点项目“百日攻坚”期间，完成投资 13.68 亿元，24 个

攻坚项目，奋战一百天，完成投资 11.48 亿元，占年计划的 61%；

项目开工率达 83%；竣工率达要求竣工的 89%。达到了“大干项目，

快干项目，干好项目”要求，展现了湾里“火热的建设激情和高

昂的建设斗志”，增添了湾里区的新气象，打造了湾里明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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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三看”活动中，再上了一个台阶，取得了综合排名第五的

优异成绩。“美我湾里·净我家园”攻坚造绘美图。围绕着“六

清”“六净”“四提升”三大行动，扎实开展了一系列综合整治

行动，重点实施了中心城区、高速公路、铁路沿线等关键节点的

净化、美化工程，着力提升了城乡基础设施上档次、出风景。“乡

村振兴”攻坚描锦绣。通过脱贫攻坚、产业致富、农村人居环境

改善等一系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区成功入选全省首批美丽

宜居示范区、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试点区。

项目建设展现湾里精神。重点项目有序推进。已开工单位工

程 59 项，开工率 90.76%。累计完成投资 27.92 亿元，占年度投资

计划额 95.97%。其中，列入市重点推进项目 8 个，开工率 100%；

累计完成投资 17.19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105.5%。民生项目稳

步实施。推进区人大票决项目 12 个，开工率 100%；累计完成投

资约 2.48 亿元，占年度计划投资 102.9%。

（四）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塑造湾里生态品牌再发力

三年来，我区坚持生态立区，保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定力，致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天更蓝，山更绿，水

更清”，取得了一系列著有成效的建设成果，得到了中央部委、

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好评。2019 年我区继续围绕林业建管、“六

长共治”持续发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林业建管取得实效。完成人工造林 200 亩，低产低效林改造

1000 亩，森林抚育 2000 亩。积极开展治理松材线虫病“百日攻坚”、

梅岭保卫战工作，清理疫木达 8 万多株，打孔注药 5 万多支，松

材线虫病除治和林长制考核工作均获全市第一。实现连续 24 年无

重大森林火灾、无人员伤亡，连续 11 年荣获全省森林防火平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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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六长共治”不断完善。充分运用好“河湖长制信息平台”

巡查打卡，区、镇、村三级河湖长巡查打卡 2430 余人次，做到及

时发现并解决河湖漂浮垃圾、河岸堆放杂物等问题，营造了保护

河湖环境良好氛围。开展首批生态护林员巡查考勤打卡试点工作，

全面掌控生态护林员日常巡山护林工作，有效地做实生态护林。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实施城镇污水整治工程，累计修复管网

破损点位 190 余个，新改建管网 11.4 公里，乌沙河新建小桥村出

境断面水质平均值达Ⅳ类标准。全区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95.3%，

优良天数 342 天；PM2.5 平均污染浓度为 36μg/m³。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及优良率排名稳居全市第一。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 100%。

生态品牌不断唱响。为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道路，

制定了《湾里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方案》。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打好我区“共抓大保护”攻坚战。喜

获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和全省第一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五）城乡建设并驾同驱，丰富湾里大美建设新内涵

三年来，我区以“美我湾里·净我家园”为目标，实施了全

域禁燃、生猪退养、殡葬改造、基础提升、环境再造等一系列城

乡环境大改善行动，实现了景区以绿道为“串”，以公园为“珠”，

环山傍水的“公园链”，让城乡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

见荫。2019 年，我区在完善城乡规划、城市增彩、乡村秀美等方

面攻坚发力，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生活品质。

规划编制工作得到加强。高标准编制了《磨盘山公园二期及

周边慢行系统规划方案设计》、《湾里区慢行（绿道）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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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了城市色彩规划编制工作。为我区打造景观串联慢行观光线

路奠定良好基础；高质量完成了《城区污水管网优化设计》，为

解决我区污水管网“流而不畅”的问题提供可行方案。

花园城市打造增添色彩。改造添彩。完成了岭秀湖市民公园

及周边改造亮化提升工程、梅岭大道“绿改彩”改造工程，实施

了绿苑路和佘牟路等 15 条样板路改造工程，打造花园城市。创建

变美。全面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查处违法建设 273 起，拆除面积

20159 平方米；修补沥青路面 8000 余平方米、盲道及人行道 9100

余平方米。新开通前湖快速路 712 公交线路，169 路 55 辆新能源

公共交通升级换代，新增 540 路、510 路涉山线路高品质公交 17

辆，生态宜居城市打造的目标基本实现。

人居环境整治秀美乡村。11 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和 35

个新农村建设村点完工率均达 100%。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已完成 32 座新（改）建公厕，顺利完成 51 个村点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实现全覆盖。乌井水库、罗亭水库、筲

岭水库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保持 100%。105 国道（罗亭段）集镇

沿线提升改造完成。新建成农村公路 12 条。招贤镇招贤村、太平

镇泮溪村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太平镇合水分场荣获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

（六）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善湾里发展环境出实招

三年来，我区始终坚持改出活力、改出动力，不断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自我完善，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七个专项

小组，推出了“企业大走访，服务大提升”等一系列优化环境活

动。在行政审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改善，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 年，我区在行政审批、降成本、优环境



- 8 -

等方面再发力，持续优化发展环境。

营商环境优化加快推进。审批流程再减。高位推动“一窗受

理、集成服务”改革，全区已公布“一次不跑”“只跑一次”事

项清单 4 批，共计 929 项，“最多跑一次”可办率高达 78%，位列

全市各县区前列；完成网上审批系统、政务服务网与全省“一窗

式”综合服务平台对接；赣服通湾里分厅正式上线运行。审批时

间再缩。出台了《湾里区政府项目投资管理办法》等 4 个文件，

审批时间节省一半。实现了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缩短

为 60 个工作日以内，企业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缩短为 55

个工作日以内。

降成本优环境成效显著。政商环境亲情化。区委召开企业家

座谈会，加深了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县级领导开展“企业大走

访，服务大提升”活动持续开展，梳理出 122 个问题，解决问题

70 个，企业满意度达 100%。服务企业精细化。编制《惠企政策汇

编》发放至每家企业，对政策内容进行深刻解读，为企业出谋划

策，根据生产经营特点，提出争资争项政策建议，为企业争资争

项提供路线图。帮扶企业实效化。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4900 余万元、

减税约 1.28 亿元，申请到各类产业发展扶持奖励资金 2800 余万

元，争取到上级各类财政扶持资金 6800 余万元。“财园信贷通”

累计为 26 户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1.3 亿元，“惠农信贷通”累计

发放贷款 2.5 亿元，缓解了各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

了成本。

招商引资积蓄发展后劲。调整成立了六条战线、十三大兵团

招商指挥部。全区累计接待来访客商 504 批次 1500 人，组织外出

招商 173 批次。全年实际进资 38.06 亿元，新引进产业项目 2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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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总投资额 46.62 亿元，其中超亿元项目有投资 25 亿元的“赣

电·琴街商业街区”、投资 6 亿元的“赣派古建酒店”、投资 5

亿元的“梅岭观山樾度假村”等 6 个。

（七）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构建湾里和谐社会奔小康

三年来，我区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脱贫攻坚

连续两年获得全省脱贫攻坚绩效考核“好”的等次。惠民工程持

续推进，连续两年全面完成人大票决民生实事项目。社会事业全

面发展。2019 年，我区社会事业的发展再上新台阶，小康社会基

本实现。

脱贫攻坚继续深入。行动提速。全力开展了“春季整改”、

“夏季提升”、“秋冬巩固”脱贫攻坚行动，梳理发现各类问题

120 个，已整改 104 个，剩余 16 个按计划推进中。攻坚提档。累

计投入各类扶贫资金 1970 余万元，建成 35 个扶贫项目，贫困户

生产生活条件极大改善。脱贫提质。2019 年全区贫困户人均年纯

收入 13225 元，同比增长 32.5%，6 个贫困村已全部脱贫。贫困发

生率由 2018 年的 1.14%降至 0.19%，扶贫考核排名连续三年位列

全省第一方阵。

教育资源配置优化。高考又传捷。本科上线 206 人，上线率

达 41.9%，同比提高了 4.7 个百分点。基础再提升。总投资额 3700

万元的湾里三小扩建项目、总投资额 1.2 亿元的湾里学校建设项

目正式投入使用；湾里五小扩建项目（二期）工程已完成主体建

设。配置更优化。参加省、市教育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活动 24 个，

全年师资培训经费达 60 余万元。省统一招聘教师 15 名，区外选

调教师 15 名，师资力量壮大。

公共服务扩面提质。84个开放式小区电动车充电棚建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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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群众用电安全。48 个景区及城区公交站台升级改造已竣工，

亮化街道风景。城区主要对外交通堵点完成改造提升，保障出行

畅通。湾里区血液透析中心完工并投入使用。站前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罗亭镇卫生院医联体建设顺利推进。站前街办东方红、

幸福街办招贤、招贤镇红湾 3 个社区“1+5+X”社区邻里中心已投

入使用，打造社区生活新模式。

社会保障持续加强。发放低保资金 992.97 万元，发放特困供

养人员生活补助资金 77.22 万元，发放物价补贴 60.13 万元。城

镇新增就业人数 1505 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490 人，失业率控

制在 4.5%以内，创业担保贷款 2700 余万元。第三轮旧改 94.5 万

平方米安置房建设基本完成，已交付 82.5 万平方米。招贤村还建

房全面开工，杨家坪安置房即将竣工，招贤镇周边棚户区安置房

建设快速推进。稳步实施殡葬改革，建成 35 个农村公益性公墓。

扫黑除恶扎实开展，信访、安全生产、食品安全、法治建设等工

作进一步加强，全区社会和谐稳定。

2019 年，我们在区委的领导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指导下，

攻坚克难，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稳中

向好，但受国际国内环境影响，加上产业基础仍然相对薄弱，致

使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变缓，后续保持高质量增长动力不足等问

题。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二、2020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预期

根据区委“打造四个中心，建设大美湾里”的战略目标，经

初步测算，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全力争取：

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8%左右。

财政总收入同比增长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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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 5%左右。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9.5%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5%左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左右。

游客接待人次同比增长 25%以上。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25%以上。

完成 2020 年预期目标，全力抓好以下工作。

（一）紧盯重点项目建设，助力“实干湾里”开放发展

推项目扩投资。严格落实重大重点项目协调推进机制，确保

所有重大重点项目在“签约、落户、开工、投产、达标”等环节

都不脱节、不掉链，按计划推进、按进度实施。抓住国家实施“六

稳”“六保”政策的契机，积极组织力量包装项目，申报投融资，

力争全年投融资申请突破 10 亿元。

强招商提品质。着力引进一批兼具体量与质量、构成产业骨

架和支撑的重大项目以及延伸产业链条、引发产业集聚的关键项

目。聚焦文旅、康养、商贸、低碳工业等重点领域，加快引进一

批特色性、引领性、标杆性、龙头性的拳头项目。力争全年引进

投资 3000 万元以上重点产业项目 10 个以上，其中 10 亿元项目不

少于 1 个，5 亿元项目不少于 2 个。

（二）加快全域旅游建设，助力“游乐湾里”升级发展

推进旅游设施建设。加快湾里融入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南昌

“都市森林花园”。全力对标开展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启

动梅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整体规划，着力推动建设洗药湖天街，

加快完成狮子峰、竹海明珠等景区升级改造。持续完善以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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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购物、消费、娱乐、休闲服务为一体的服务体系建设，将

生态资源转化成万家致富的“美丽经济”。

壮大休闲度假产业。持续推进天河矿山公园、九龙溪生态休

闲公园、金峡谷等旅游休闲项目建设，进一步推动月亮湾、金峡

谷等一批旅游景区提质上档。开工建设希尔顿度假酒店、梅岭观

山樾度假村，提升保利皇冠假日五星级标准度假酒店等品质。大

力推进爱琴海购物公园、招贤中大道城建广场等大型商业综合体

建设，打造“吃住行娱购游”一体的消费街区。

唱响文化娱乐品牌。科学规划建设区域性文化娱乐中心，打

造“洪崖乐祖”品牌，高规格、高品位规划建设洪崖丹井等景区。

做大中国·南昌梅岭伶伦音乐节、太平心街啤酒节、“520 爱出彩·浪

漫跑”等活动，打造文旅融合品牌节庆活动。承办好美丽中国行

系列之半程马拉松赛、风筝节等体育赛事活动。

加快农旅产业融合。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田园综合体，促进农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梅岭团结、

太平南坪、太平湾头等精品民宿项目建设，唱响民宿旅游品牌。

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联合体建

设，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三）聚焦产业强区培育，助力“绿色湾里”振兴发展

狠抓服务业大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重点引导旅游、文化、

休闲、中医药康养等产业发展，力争引进投资 10 亿元及以上的幸

福产业项目引爆第三产业的发展。重点推进湾里区太平镇服务业

特色小镇发展，着重培养一批如林恩、碧德馨实业等龙头型民营

企业。积极引导特色小镇、产业园、实力企业申报省级、市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省级、市级服务业龙头企业。实施“转企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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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大提升行动，力争全年新增“个转企”30 家以上、“企升规”

11 家以上。

狠抓工业大升级。我区作为生态区，主导发展生态绿色产业，

深入推动工业企业向新型生态工业转型升级。推进罗亭工业园腾

笼换鸟，扶持优质企业发展。罗亭工业园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9%，税收达到 5200 万元，工业投资 1 亿元，新增规上企业 2

家。大力扶持矿山机械、江中药业、江岭车桥发展壮大。

狠抓农业大特色。大力扶持茶叶、中药材、特色果业、花卉

等特色农业，形成农业产业集群化、特色化发展，推进南昌绿谷

“两区一廊”项目建设，力争新创建 1 个以上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园、2 家市级现代乡村特色产业园。打造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

都市休闲农业产业带，鼓励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等特色农业

产业。

狠抓科创城大建设。弘扬中医药文化和健康养生文化，唱响

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中医药谷、湾里智城”这张名片。

聚焦中医药科创康养综合体、江西中医药大学人才公寓等项目的

建设，吸引医药人才、企业及研发机构落户中医药科创城，构建

中医药孵化、研发、交易、展示、体验为一体的“融平台”，实

现“三年出成效”目标。

（四）健全改革创新机制，助力“创新湾里”和谐发展

持续创新发展理念。以“彰显省会担当，唱响南昌品牌”思

想大解放为动力，改变“湾里旅游在山上”的思维，将湾里打造

成南昌市民的幸福乐园。创新做好做实招贤中大道暗改亮、乌鱼

港（领秀湖至凤鸣湖）和梅岭大道（天宁路口至双马石路）提升

改造工程。持续推进磨盘山森林公园及天河矿山公园的建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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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策扶持力度，把中医药科创康养综合体作为园区来统筹规划，

规范运营，推动精油体验、艾灸养生等中医药旅游产业发展。让

湾里每个街角都成为打卡点、每个立面都成为观赏点、每条街道

都成为游玩点，形成湾里城市旅游新亮点。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统筹抓好区、

镇（街）、村（社区）三级政务服务网上平台建设，努力提升网

上办事比例。高效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行“一枚印

章管审批”，构建审批权、监管权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协调的运行

机制。

持续提升企业帮扶效能。全面落实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

长要求，出台我区相关扶持政策措施。持续开展“降成本、优环

境”专项行动，“企业大走访、服务大提升”活动，指导企业用

足、用活省、市、区三级各项减税降费和扶持政策，切实降低企

业生产和运营成本。进一步加强区政府“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

台建设，畅通民意表达渠道。

（五）强化生态建管示范，助力“生态湾里”融合发展

抓实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蓝天保卫碧水保卫、净

土保卫等八大攻坚战，进一步落实六长共治的长效管理机制，建

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管理和销号管理。积极落实《湾里区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实施方案》，竭力做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试点工作，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实现的新通道，促使生态

环境优势转化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强化生态管理。完善联防联治机制，齐抓共管，共同推进大

气、水质、土地等环境综合治理，确保“蓝天、清流、护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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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切实强化责任担当，积极自查自改，举一反三，探索有效

方法，突出问题导向、治理成效，注重协同治理、根本治理，确

保前湖、长春湖、凤鸣湖水清、岸绿、景美。

（六）提升城乡功能品质，助力“大美湾里”品牌发展

完善城市功能。高起点编制完成《湾里区国土空间规划》、

《湾里区海绵城市规划》，打造更加紧凑、高效、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空间。深入开展彰显省会担当、唱响“南昌品牌”湾里区城

市建管十大提升行动，按照“景城一体”，打造山上游乐、山下

游购景致，力促南昌城建广场、漫和城一期、爱琴海购物公园、

恒大林溪府商业街等一批“引爆性”商业综合体建成运营。积极

培育夜经济商圈，精心打造太平心街夜市。加快积水点、污水管

网改造，做到污水收集全覆盖、全处理。持续推动道路白改黑、

暗改亮、停车场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承载力。加快智

慧旅游、智慧城管等智慧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管理提质增效。

提升乡村品质。践行“美我湾里·净我家园”、秀美乡村建

设大提升行动，积极培育发展特色农业，持续做好殡葬改革等工

程。分步推进新农村村点、“五位一体”综合示范村建设，打造

“整洁美丽、和谐宜居”的秀美家园。

（七）推进民生工程建设，助力“幸福湾里”全面发展

着力抓好公共服务。启动九湾学校、湾里二小（雅戈尔希望

小学）建设,完成湾里五小二期和招贤镇中心幼儿园凤鸣湖分园、

太平镇中心幼儿园等幼儿园建设。强力推进江西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湾里分院医联体建设，提升建设区疾控中心，适时启动重建梅

岭中心医院。打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疫防控“战役”，

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切实巩固“零确诊、零疑似”的双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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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乡居民医保“扩面征缴”，实现应保尽保。有序推进社区

邻里中心建设，让居民享受“15 分钟生活便利圈”；有序推进农

村颐养之家建设，为农村困难老年人提供娱乐休闲、照料助餐等

服务。全力推进招贤镇周边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天宁路以北旧城

改造、招贤镇招贤村还建房等项目建设，提升群众幸福感。

着力推进脱贫攻坚。坚持精准施策，深入推进城镇贫困群众

脱贫解困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开展农业产业扶贫、

就业创业扶贫、旅游产业扶贫、生态产业扶贫、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等扶贫行动，确保 2020 年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

统筹发展其他社会事业。全面统筹好就业保障、社会保障、

社会救助、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森林防火、社会稳定等各方面民

生事业，促进社会事业和谐发展。

各位代表，“打造四个中心，建设大美湾里”的战略实施已

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让我们，在区委的坚强领导和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监督指导下，牢固树立“实干、担当”的工作作风，以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为全面完成 2020 年

的各项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