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市《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任务责任分解表

（共17项）

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责任部门 上半年进展情况
是否按时
序推进

一、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1.生产总值增长8.5%左右。 董金寿
市发改委                      

各县（市、区）政府
GDP数值为季度数，一季度全市GDP增幅为18.5%。(二季度数
据未出）

是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左右。
董金寿
李小平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                  
市统计局                     

各县（市、区）政府

1-5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22.0%。 是

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
制在3%左右。

董金寿
市发改委           各

县（市、区）政府

2021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1.3%，全省居民消
费价格指数为101.4%，九江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1.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与全省持平。全省排名中，
南昌列全省第一，鹰潭、赣州并列第二，九江列第五。

是

9.节能减排降碳完成省下达任
务。

董金寿
孙金淼

市发改委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1.制定《九江市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实施方案
》《九江市“两高”项目整改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严控
高耗能项目，切实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                                          
2.根据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市一季度能源消费总量为
367.39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18.9%；万元GDP能耗为0.5262
吨标准煤，同比增长0.3%，现上半年数据未出。

是

二、突出工业强市战略地位，促进制造业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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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大产业规模

10.加快推进芳烃产业链、心
连心二期、瑞易德、正邦制剂
等项目建设，石油化工产业营
业收入达到1100亿元。

石油化
工产业
链链长

市工信局（牵头）             
市生态环境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发改委                    
各县（市、区）政府

我委就九江石化新上PTA项目审批流程有关事项积极与省发改
委沟通汇报，并在3月24日市石化产业链链长办公会上，就
PTA项目批复权限有关情况做了汇报。委领导就此事4月份向
国家发改委进行了汇报，并多次到省发改委沟通对接。

是

12.加快推进星火有机硅单体
及下游系列产品、中建材碲化
镉、九宏新材料、天赐高新材
料等项目建设，新材料产业营
业收入达到1200亿元。

新材料
产业链
链长

市科技局（牵头）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              

各县（市、区）政府

积极配合市科技局做好新材料产业链有关工作，并依托市装
备制造业产业链开展相关招商活动，3月5日，我委招商小分
队前往新材料企业深圳市康利邦科技有限公司洽谈投资有关
事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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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加快推进福川云轨、中车
智能交通、新松机器人等项目
建设，装备制造产业营业收入
达到1100亿元。

装备制
造产业
链链长

市发改委（牵头）   市
工信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港口航运管理局           
各县（市、区）政府

1-5月，市装备制造产业链338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66.4
亿元，增长30.3%，实现利润30.4亿元，增长22.2%。                                                                              
1.印发了《九江市装备制造产业链2021年工作要点》《九江
市装备制造产业链2021年工作安排表》和《市发改委服务工
业强市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起草了《九江市装备制造
产业链链长制三年行动方案》。                                                                                                                                                                           
2.走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先后走访了同方、华东、都昌
造船、中船九江海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九江中船仪表
责任有限公司、九江精密测试技术研究所、九江中船消防设
备有限公司、江西中船航海仪器有限公司等企业，通过企业
座谈和现场调研,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情况及需要协
调解决的困难和问题等。今年以来共收集各类问题17个，解
决10个，问题办结率58.8%，剩余的问题正在持续跟进办理中
。                                                                                                                                                                
3.市装备制造产业链链长办去年率先与交通银行九江分行签
订的“交银产业通”战略合作协议，并于2020年9月份召开我
市装备制造产业链“交银产业通”对接会。截止今年5月份累
计为36户产业链企业授信64.2亿元，实际放款30.8亿元，其
中2021年新增投放企业4户，实际放款3.69亿元，有效的缓解
了产业链企业融资难题，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资
金保障。

是

（二）提升企业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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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开展“纾困惠企”行动，
建立政策直通车、政策兑现等
工作机制，推动减税降费、纾
困惠企各项政策直惠企业。精
准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
决审批、融资、市场、人才等
难题，做到“企业有需求、服
务到身边”。

董金寿
李小平

市财政局                 
市税务局                
市发改委                 
市人社局               
市医保局              
市国资委                 
市金融办               
市商务局                   

市行政审批局                
市营商办                  

人行九江中支           
各县（市、区）政府

1.落实国家、省降费工作部署，开展清理取消城镇供水、供
电、供气等行业不合理收费，印发《九江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清理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制
定《关于落实<江西省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
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在组
织水、电、气行业自查自纠基础上，进一步取消了天然气用
户部分服务性收费项目，包括原市物价局批复的“改管服务
收费”、“居民用户管理服务收费”、“商业用户管理服务
收费”等三大项收费项目。                                                                                              
2.持续开展转供电加价整治工作，会同市监部门印发了《关
于持续做好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的通知》，配合市
监部门开展转供电费码信息核实,部署各地对重点县（市）、
园区转供电加价情况重点抽查，确保降价红利传导至终端用
户。

是

（三）夯实园区平台

21.支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共青城国家高新区承接省级
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大力推进
共青城国家高新区“一区多园
”改革。积极推动湖口、修水
等园区调区扩区。

董金寿
李  军

市委编办               
市行政审批局             

市发改委              
市科技局               

九江经开区管委会             
共青城市政府               
湖口县政府                 
修水县政府                

其他县（市、区）政府

积极推进工业园区扩区调区。目前，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调区扩区成功获省政府批复；修水工业园区已选定材料编制
单位，初步确定调区扩区范围；永修云山经开区已启动调区
扩区前期准备工作；彭泽工业园区已启动可行性研究报告、
园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

是

三、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创新，赋能九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一）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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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扩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改革试点，健全完善“一站式
”惠企政策服务平台，全面实
行政务服务“好差评”和营商
环境评价，深入推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着力打造“四最”
营商环境。

董金寿

市行政审批局(牵头）市
营商办                
市工信局                 
市发改委                  

市政府信息办       各
县（市、区）政府

1.大力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根据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关于九江市和九江市柴桑区经开区相对集中行
政许可权改革试点方案的批复》（赣办字〔2020〕5号）要
求，我委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含12个子项）和“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行政许可事项自2021年3月29
日起划转至九江市行政审批局，设定三个月过渡期，过渡期
内我委指导协助市行政审批局完成划转事项业务受理。                                                                                                                                                                               
2.开展政务服务“好差评”。将物价类部分依申请类政务服
务事项（如“权限内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
格”和“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备案管理”）纳入“好差评”
的评价范围，以评价、反馈、改进、监督、考核为主，实现
四个全覆盖，确保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落到实处，促进
我委政务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

是

24.扎实开展国资国企改革创
新三年行动，着力提升市属国
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服务全
市发展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董金寿

市国资委（牵头）         
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               
市人社局               

市税务局           各
县（市、区）政府

支持开展我市国资国企改革创新和数字化应用试点示范。 是

（二）以更大力度扩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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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主动对接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长江中
游城市群，积极参与江西内陆
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大南昌都
市圈、赣鄂皖长江两岸合作发
展试验区建设。

董金寿

市发改委（牵头）         
市商务局                 
市工信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文广新旅局              
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市、区）政府

1.印发了《九江市2021年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
经争取，获批生态文明专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方向省基建
投资188万元。                                                                   
2.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陪同市领导参加长江中游城市
群高质量发展研讨会暨三省常务副省长联席会；收集涉及我
市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点合作事项（2021-2024年），确定在
交通运输、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强省际合作。                                                                                                                                                                         
3.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组织报送3个 “一带一路”重大
项目，总投资36.95亿元，其中孟加拉达卡至阿苏利亚高架高
速公路项目成功入选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                                                 
4.委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编制《江西省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
总体方案》，方案初稿正在进一步细化，目前在征求各部门
意见，待修改后下发施行。                      

是

28.围绕打造区域航运中心，
加快红光国际港二期、上港二
期、红光铁路专用线等项目建
设，确保城西砂石集散中心、
城西港铁路专用线建成投用。

彭  敏

市港航局             
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砂管局                   
市交发集团                 
彭泽县政府                 

九江经开区管委会

1.彭湖（红光）铁路专用线：目前初步接线方案和工程预可
行性研究报告正在编制。
2.城西港铁路专用线：为了确保项目按照时间节点如期完
成，积极协调各方意见，争取国家发改委、中国铁路总公司
、省发改委等单位的支持，同时多次赴国家发改委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的支持。目前项目已完成投资约17.5亿元。计划6
月30日完成七里湖二场至城西港站的通车施工，今年底城西
港站至保税作业区具备通车条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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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加快安九客专和武通高速
建设，推动昌九客专和武阳高
速开工，启动长（沙）九
（江）池（州）高铁前期工作
。

董金寿
彭  敏

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局             
市交发集团              

中铁九江车务段            
相关县（市、区）政府

1.安九客专：安九客专九江段建设顺利，全线控制性工程长
江九江（鳊鱼洲）特大桥于6月3日合龙，预计2021年底通车
运营。 
2.昌九客专：通过积极争取，中国国铁集团公司同意昌九客
专在九江境内新设庐山南站和共青城东站。6月21-23日，中
国国铁集团公司组织了该项目初步设计评审，根据专家组的
意见，设计单位正在完善相关工作，省政府计划今年9月底全
线开工建设。
3.长（沙）九（江）池（州）高铁：2021年5月，长九池高
铁被纳入国家铁路集团十四五规划研究项目；目前中铁咨询
和中铁五院正在分别开展“长九”段和“九池”段的预可研
工作。

是

（三）以更大力度推动创新

36.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
推进华为（江西）新一代信息
技术创新中心、网易研究院联
合创新中心、中科院无人机迅
捷组网平台、鄱阳湖生态科技
城蓝湾数字小镇等项目建设。
大力推动120米大口径射电望
远镜项目、与中科院合作共建
庐山植物园项目落地。

李小平

市发改委（牵头）   市
政府信息办           
市工信局                 
市科技局                
市商务局                     

共青城市政府            
鄱阳湖生态科技城

1.印发了《九江市数字经济产业链2021年工作要点》、《九
江市“项目大会战”新型基础设施领域（2021-2023年）专项
行动方案》等文件，同时委托中国信通院编制《九江市“十
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即将完成规划征求意见稿。                                                                                                                                                     
2.在数字经济产业链链长的领导下，分别于3月26日、6月17
日组织召开全市数字经济工作推进会。                        
3.今年以来数字经济产业链招商小分队共外出96天次，对接
企业33家，项目34个，签约项目4个，签约金额183亿。                                                                                          
4.定期调度鄱阳湖生态科技城蓝湾数字小镇等87个全市新基
建项目大会战项目。

是

五、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放大绿色生态优势

（二）深入实施三大生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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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建立长效管控、常态管护
机制，让长江“最美岸线”既
能美得起来，也能美得下去。

董金寿
市发改委                 

相关县（市、区）政府

做好“最美岸线”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与打造。联合市旅游
局、市电视台实地调研，对我市“最美岸线”沿线的农家乐
和民宿等旅游配套进行梳理和摸底，帮助业主单位对照相关
旅游标准进行规范化打造，提升品质和品位。同时，依托市
电视台的融媒体平台，对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宣
传，扩大沿江旅游知名度，增加沿江旅游营收。

是

（三）加快拓展“两山”转换通道

65.加快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
示范区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推广“两山银行
”“湿地银行”等模式，大力
支持“生态产品储蓄银行”试
点工作。

董金寿

市发改委（牵头）   市
金融办                 

九江银保监分局          
人行九江中心支行           
各县（市、区）政府

1.加快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工作，推动武宁县与
南昌大学江西生态文明研究院合作，“武宁县生态产品储蓄
银行”暨“南昌大学江西生态文明研究院”武宁科研教学基
地在武宁县长水村正式揭牌。                                                                                                                                                                                   
2.6月25-27日，第四届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江西)论坛
在武宁县召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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