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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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部门 三季度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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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发改委                      

各县（市、区）政府
GDP数值为季度数，二季度全市GDP增幅为13%。 是

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左右。

市发改委                   
市工信局                  
市统计局                     

各县（市、区）政府

1-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1%，位于全省第8，较上月
提升一位

是

8.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
制在3%左右。

市发改委           各
县（市、区）政府

2021年1-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6%，全省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为100.6%，九江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
100.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0.1个百分点。全省排名中，赣州列全省第一，南昌、鹰潭、
宜春并列全省第二，九江与萍乡、新余并列第五。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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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节能减排降碳完成省下达任
务。

市发改委                    
市生态环境局               

各县（市、区）政府

1.制定了《九江市节能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完善了项目能
评申报机制。                                                                                                                     
2.制定了上半年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对上半
年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通报；并对一季度和上
半年强度不降反升的县（市、区）进行了约谈。                                                                                   
3.根据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我市上半年能源消费总量为
748.4万吨标准煤，同比增长9.2%；万元GDP能耗为0.4483吨
标准煤，同比下降3.3%，两项指标由一季度的“双红”全面
转向“双绿”，能耗“双控”形势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目前
正按时序进度抓好能耗“双控”工作，力争完成省下达目标
任务。（三季度数据未出）

是

二、突出工业强市战略地位，促进制造业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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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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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发改委就推动中石化九江分公司新增100万吨芳烃扩充产能
项目建设，先后多次前往国家、省发改委沟通请示项目报批
等相关事项。8月份在全省发改系统开展的“五问五帮”中，
市发改委再次深入中石化九江分公司了解企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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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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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市发改委装备
制造业产业链招商小分队拜访深圳航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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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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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1-7月，市装备制造产业链342家企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547.8亿元，增长24.9%，实现利润464.7亿元，增长
34.6%。
2.装备制造产业链链长办精心打造政银企合作平台，在十大
产业链中率先与交通银行九江分行合作推出了“交银产业通
”金融服务，截止9月份初累计为35户产业链企业授信71.6亿
元，实际放款34.58亿元，其中2021年新增投放企业 5户，实
际放款7.67亿元。
3.装备制造产业链链长办通过深入企业，发现问题、收集问
题，对收集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形成问题台账并进行动
态更新，为问题办结奠定基础。今年以来共收集各类问题17
个，解决16个，问题办结率94.1%，剩余的问题正在持续跟进
办理中。
4.福川云轨项目：正在进行云轨测试线桩基、承台，基脚的
施工，桩基部分已完成80%；同步标准厂房正在生产轨道支
柱，用于测试线轨道。                                                           
5.中车智能交通项目：江西中城通新能源装备有限公司已投
产。                                                                                                                               
6.新松机器人项目：1-8#楼主体、地面完成。17#主体完成地
面碎石完成 1-8#、17#楼窗订料已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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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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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今年我市新增1批共19户企业参与电力直接交易，全市参与
电力直接交易的用户达932户，预计可降低企业用电成本7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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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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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推进修水工业园区、永修云山经开区、彭泽工业园区、
湖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展调区扩区工作。目前，湖口调区
扩区成功获省政府批复；修水已完成调区扩区材料编制单位
洽谈和合同签订工作，初定了调区扩区范围；永修已启动调
区扩区前期准备工作；彭泽己启动调区扩区可行性研究报告
和园区中长期发展规划编制工作，正在编制国土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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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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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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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制定了《关于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年政务诚信建设改革任务
工作方案》，健全完善政务领域制度建设，推进信用信息公
开，规范并更新了信用信息目录，九江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已归集信用信息记录6365万条，公示信用信息226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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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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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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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印发《江西省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总体方案》，正在起
草分工方案，进一步落实工作职责。                                                                                                    
2.向市大南昌都市圈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调度省大南昌都市
圈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以来重点工作落实情况，收集各地、
各单位需提请省大南昌都市圈领导小组协调解决的事项，并
及时报送了书面材料。
3.就省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关于开行大南昌都市圈城际公交
的工作方案》及时征求相关市县及市直单位意见，并按时汇
总意见进行了回复。
4.九江市政府、南昌市政府、赣江新区管委会联合印发了《
关于建立领导联合挂点机制的通知》。
5.市政府主要领导参加长江中游三省协同推动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并代表我市签署《九江市、黄石市、鄂州市、黄冈市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跨江合作推进区域融合发展的框架协议》
。
6.市发改委抽调一名副科级干部代表九江市赴武汉参与“推
进长江中游三省协同发展联合办公室”集中办公。
7.市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关于九江加快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战略的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各县（市、
区）及相关市直单位意见。                                                            
8.经积极争取，我市永修县吴城候鸟小镇二期项目获批长江
经济带绿色发展方向中央预算内投资4907万元。                                                                                                              
9.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刘光华带队，省直相关单位参加，对
我市警示片问题（江豚非正常死亡现象）整改情况开展专题
调研，市发改委全力配合做好调研协调工作。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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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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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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多次组织省港投和相关县
政府就项目的征地拆迁、土地规划使用等方面工作进行沟通
协调，接线方案初步稳定，目前预可研报告已编制完成，正
在征求铁路局相关部门意见，等待专家评审会召开。
2.城西港铁路专用线：我委积极对接城西港铁路专用线责任
单位，对该项目的建设进度实时跟踪，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为保障项目建设资金，多次赴国家发改委汇报沟通，已成功
争取到城西港铁路专用线中央预算内补助资金2.6666亿元，
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2021年6月30日七里湖二场至上港段
一期竣工，计划2021年11月30日城西港站至保税作业区（二
期）具备通车条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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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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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委多次组织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相关问
题，保障了项目的建设进度。目前安九客专九江段建设顺
利，路基、桥梁、无砟轨道工程全部完成，正在进行线路铺
轨，计划今年12月完成初步验收和安全评估工作，铁路总公
司要求今年底竣工通车。
2.昌九客专：我委积极配合省铁航投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全
力服务中铁四院设计工作，提供项目设计工作所需的材料和
数据。同时，督促昌九客专沿线各县（市、区）政府配合设
计院做好项目现场踏勘等工作。该项目7月份完成了庐山南站
和共青东站的站房设计工作，8月份协调解决了取弃土场协议
签订工作，9月17日-18日在北京进行了初设鉴修评审，目前
正在做开工前的准备工作。
3.长（沙）九（江）池（州）高铁：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
委不等不靠、主动对接沿线各省市，力求形成合力，争取该
项目早日落地。经过前期多次与上级部门的沟通汇报和积极
争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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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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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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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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九江市数字经济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
工作。一是收集汇总规划资料；二是召开规划开题及座谈
会；三是赴重点部门和县（市、区）调研；四是收集完善规
划修改意见，修改形成《九江市数字经济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纲要》（送审稿）》，并报分管市领导审定。
2.准备全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交流材料和宣传视频，布
置全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大会视频分会场，印发会议通知。
3.按照市委、市政府领导指示，结合相关会议精神，市发改
委草拟了《关于打造“工业互联网·数智新九江”数字经济
品牌行动方案（2021-2023年）（送审稿）》。
4.大力实施数字产业化行动。一是牵头组织召开九江市数字
经济产业链2021年工作座谈会；印发《2021年九江市数字经
济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要点》；二是在数字经济产业链链长领
导下，前后3次组织召开数字经济工作推进会，相关重点县
（市、区）及市直部门参加；三是截止目前，数字经济产业
链招商小分队外出126天次，项目37个，签约项目5个，签约
金额203亿。
5.实施项目大会战行动。一是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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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梳理出2021年重点推进的新基建项目89个，总投资304.52亿
元，其中2021年计划完成投资88.31亿元；三是每月调度华为
（江西）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中心等新基建领域项目进展情
况；四是开展2022年全市新基建项目计划编制工作，将鄱阳
湖生态科技城蓝湾数字小镇项目和江西修水120米射电望远镜
建设项目纳入2022年项目计划重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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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发改委                 
相关县（市、区）政府

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创办“玩转最美岸线”真人秀
节目，把长江沿线好看、好玩、好吃的地方，向全省、全国
进行推广，每周播出两期，以最美岸线串起九江的全域旅
游，打造九江的新名片，目前已完成16期节目制作。江西省
委宣传部积极评价该节目聚焦长江生态保护成果，用全媒体
思维营造了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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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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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储蓄银行的合作银行已对长水村710户村民进行了
整体授信，村民们通过生态产品储蓄银行共获得13笔贷款共
计242万元，全部用于发展农业产业、林下经济及生态旅游
业，为新业态的发展提供了金融支撑。生态银行金融监管仓
已收储、交易生态产品18万元。                                                                                                                                                                                   
2.7月7日，组织各地各部门收听收看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先进
表彰大会暨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大会。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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