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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振 本报记者 江慧 吴凤思

在城市发展前进的过程中，新增
建设用地计划与实际需求总会存在
一定的矛盾。如何在保障城市生态
环境向好而生的前提下，合理做好用
地报批，国土资源服务显得尤为重
要。

为了保障一些重大项目用地需
求，市国土资源局积极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严格执行计划指标，并严
格落实供地目录，遏制产能严重过剩
行业盲目扩张。对产业集聚力强、发
展后劲足、带动作用大的产业项目，
在用地指标上予以倾斜。进一步完
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管理，确保全市

民生工程、独立选址基础设施、新业
态新产业以及重大项目及时用地。
进一步完善了项目用地需求月预报
制度；坚持“保实需、保急需”的原则，
采取项目用地分类上报、区别急缓上
报、分项分期上报、承诺消化上报、市
县联动上报、创新思路上报“六个上
报”的办法，推进用地报批工作。截
至 8 月 10 日，全市已获批土地 2.1 万
亩，保障了一大批重大项目、民生项
目及时落地。在矿政管理上，严控矿
权设置，解决供需矛盾。对新设矿
权，以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需要为前
提，实行严控。

九江农商银行
金融知识宣传进校园

近日，九江农商银行信贷管理部、风险合规
部协助该行东门支行在同文中学举行了一场金
融知识宣传进校园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推动在
校学生辨识正规金融产品，树立正确的金融消费
观，提升学生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学生辨别网
络支付安全的能力。

活动中，九江农商银行东门支行员工通过布
设展台、发放宣传册、现场宣讲、有奖问答等方式，
向前来咨询的师生积极开展金融安全、防范电信
网络诈骗等方面的宣传，为师生们答疑解惑，普及
金融知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后期，该行还将通过发放宣传海报、开展VIP
观影活动、社区趣味沙龙等形式，将金融知识宣传
活动在周边商圈、社区、工业园等区域全面开展。

（罗羲璞）

9月3日上午，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兴街
道建材社区党支部和帮建单位开发区机关党委一
起，部署了如何“创建文明城市”工作。会后，一行
十余人来到宿舍区内，对小区的杂草和垃圾进行地
毯式的清理。活动中，社区全体干部和帮建单位干
部戴着手套，拿着铁锹、钳子、小铲等各种清理工
具，分工合作，有的用手拔，有的用锹挖，大家充满
了干劲，完全不顾手上和身上沾满了尘土和草末。

经过一上午的辛苦努力，丛生的杂草被拔
除，草地里的纸屑、破布、易拉罐等垃圾也被一一
清理干净。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为居民创造了
一个整洁、美好、健康的居住环境，同时营造了人
人参与文明创建的良好氛围。 （陈俐）

立足新起点，开启新征程。重新审视九江所处的方位，弄清楚我们“从哪来”、现在“在哪里”、将要“去何方”、未来“有多远”、最终
“为了谁”？这是九江必须回答的“使命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现实之问”、“未来之问”！刚刚落幕的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
市委书记林彬杨的“五问”振聋发聩，犹言在耳。

九江必须围绕经济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方向已经指明，号角已经吹响。如何交出新时代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合格答卷？九江
国土人在深深思考，在积极行动。

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嘱托，强化使命担当，一步一个脚印把组织要求变为九江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国土局党组书记、局长淦作
乾在全市国土系统发出号令，要切实提升国土资源服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助力九江跨越式发展。

一场声势浩大的“国土资源服务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专题调研工作”在全市悄然展开。连日来，由市国土资源局领导带队，集中业
务骨干，组成了5个专题调研组，顶着烈日，冒着酷暑，利用周末，奔赴各县（市、区）展开深入调研。

如何服务中心城区建设发展？如何强化服务保障、深化改革创新、保障和改善民生？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如何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多达29项，专题调研涵盖面之广、范围之细前所未有！

随着调研的深入，国土部门助力九江跨越式发展的坚定决心跃然纸上，种种亮点举措得以精彩铺陈……

举措之一

全力服务项目建设，保障用地用矿需求

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方
针，国土部门正加快生态保护修
复，全力打造长江“最美岸线”。

着力推进了矿山整治。截
至 8 月 10 日，全市所有无证矿
山全部取缔，共关停 203 个，特
别是庐山市一举扭转了长期失
控的矿山非法开采乱象，赢得
了中央环保督察组的两次肯
定；有证矿山越界越层开采全
部停业整顿；全市矿山总数由
2016 年初的 581 家缩减到了
402 家。着力推进了矿山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印发了《九江
市废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
合治理工作方案》，并下达了
2018 年度工作任务，积极开展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推进

“边开采、边治理、边复绿”，确
保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达到标
准。今年以来，全市已新增恢
复治理矿山 58 个，治理面积
136.3 公顷。在建矿山已实行

“边开采、边治理”的 116 个，面

积352.83公顷。着力加强了绿
色矿山建设。今年 5 月份，我
市全面启动绿色矿山创建，市
国土局会同多部门联合出台

《九江市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
案》；8月7日，市国土局合同市
环保局请示市政府同意，在彭
泽县召开了全市矿山环境恢复
治理暨绿色矿山建设现场会，
动员部署和调度推进矿山环境
恢复治理与绿色矿山创建工
作。坚持“绿色生态、科学开
发、全面治理、依法严管、安全
有序”的总体要求，以矿业绿色
发展、资源开发综合利用、资源
开发利用与生态环保协调发展
为目标，通过多种措施，推动我
市绿色矿山建设由点到面全面
发展，确保实现 2018 年每个县
（市、区）至少创建 1 个绿色矿
山建设的目标；到 2022 年基本
形成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方
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
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山社区和谐
化“五化”新格局。

楼市能否健康平稳发展，事关民
生福祉。为了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
健康平稳发展，需要不断地为了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提升新的服务改革。
在加大土地运作力度的同时，市国土
资源局根据我市房地产市场供需实
际，科学合理调控商业用地供应的规
模、结构、布局和节奏，从源头上控制
供应增量。为了化解商业存量，市国
土资源局配合规划部门制定我市商业
用地建设服务型公寓暂行办法，允许
符合条件的商业（含商务）用地规划建
设服务型公寓，有效化解我市商业用
地存量过剩问题。

进入2018年，市国土资源局采取

积极措施，切实消化棚改住户购房需
求及平抑当前房价上涨的行情。一
面实行供地计划管控。按照我市城
区住宅用地供应计划和市场供求现
状，确定 2018 年住宅用地计划由
2017年的2900亩增加到3200亩。另
一面提升土地运作水平。按照快出
让多出让和吸引高品质房企和外资
购地的要求，大力招商推介土地。今
年以来引进融创、宝龙、中海等 10 家
排名全国 100 强的高品质、有实力房
企投资开发九江。今年截至 8 月 10
日，全市出让土地 1.65 万亩，出让总
价款 113 亿元，其中市本级出让 514
亩，出让总价款22.9亿元。

重农固本乃安民之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必然选择。
城乡之间渐渐打破二元经济结构，互
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城市
兴，对于乡村振兴也提供了更多的发
展契机，其中涉及到的用地问题越来
越多。

今年 1 月 4 日，市国土资源局召
开了推进土地整治项目建设专题会
议，部署全市土地开发补充耕地工
作，明确强调要以“造地提质提速
年”为抓手，进一步加大造地提速提
质工作力度。把造地工作作为项目

化管理，统一调度推进。截至 8 月 10
日，全市土地开发项目立项规模累
计 37.14 万亩。在保证数量的同时，
不断提高耕地质量，加强土地整治
新增耕地后期种植和管护。树立

“土地整治+”的理念，实现土地整治
与农业扶贫、乡村旅游、农业生态观
光示范园等多产业融合实现“1+N”
综合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增
减挂钩”项目拆旧区土地复垦。通
过拆除农村破旧废弃房屋，进一步
盘活农村闲置用地，改善乡村面貌，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改善农民生活
居住条件。

眼下，实体经济发展越来
越难。如何帮助企业减负，也
成为国土部门义不容辞的责
任。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厅和市
委、市政府关于降成本优环境
专项行动决策部署，市国土资
源局成立了以局主要领导为组
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局机
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处级领导分
别挂点联系 1~2 个工业园区、
联系 5 家以上企业。同时，成
立了“5+1”千亿产业集群企业
帮扶工作队，局领导带队多次
深入九江庐山啤酒有限公司等
挂点帮扶企业，为企业“把脉问
诊”。建立了政企茶叙制度，每
季度召开一次政企茶叙会，收
集、处理企业诉求及意见建议，
建立台账管理机制，实行销号
管理。在用地保障上，对用地
报批和挂牌供地，实行专人负
责，提前介入，主动与各产业园

区、项目用地单位衔接,全力加
快工业项目用地批征供用节
奏。

为了帮助企业从运营成本
上实现减负，全市各县（市、区）
通过先租后让、长期租赁降低
企业前期投入成本等方式为企
业减负。今年以来，全市各县
（市、区）通过先租后让、长期租
赁和分期供地等方式降低企业
前期投入成本，共为企业减负
约 2131 万元。按要求缩短采
矿权价款滞纳金计算期限，预
计为企业减负 447 万元。同
时，鼓励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
地利用率。在符合规划、不改
变用途的前提下，现有工业用
地通过厂房加层、厂区改造、内
部用地整理等途径提高土地利
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一律不
增收土地价款，此举共为企业
降低成本271万元。

提升土地运作水平，力促楼市健康平稳发展

以“造地提质提速年”为抓手，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深入企业“把脉问诊”，推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

全力打造长江“最美岸线”，加快生态保护修复

滨兴建材社区
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

拥抱新希望，扬帆再起航。9月3日早上，伴
随着《运动员进行曲》，九江市田家炳实验中学师
生齐聚运动场，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2018
年秋季开学典礼的帷幕。醒目的横幅，吉祥的彩
虹门，悠扬的旋律，开学的喜庆萦绕着校园，整场
典礼由迎新、表彰、授旗、颁发“护照”、领导致辞
五部分组成。

本学期九江田中迎来了8位新教师及600多
名初一高一新学生。高一新生代表柯碧兰、新教
师代表刘月英登台发言，流露了认真学习、虚心
求教、扎实工作的肺腑心声。

一面旗帜就是一种精神，班旗就是班级的符
号，彰显班级凝聚力。九江田中每年都有给初
一、高一起始年级授旗的传统，在悠扬的音乐声
里，校长欧阳伟坚为12个初一、高一班级授班旗。

为使起始年级尽快地熟悉田中环境，结识新老
师、新同学，适应学习生活，九江田中给起始年级颁
发“开学护照”，内容涉及到学校建筑物的方位、任
课老师的办公室、各个处室的办公地点及联系电
话、学校的办学历史、校风校训等，对填写快而准的
同学予以奖励，起始年级学生人人参加，饶有兴趣。

回顾上学期，表彰好典型。在开学典礼上，欧
阳伟坚宣读了九江田中首届班级文化建设之静态
文化——即班级环境布置评比的表彰决定；校党总
支书记吕江花宣读了九江田中首届班级文化建设
之动态文化——即以“世纪风骨、世代敬仰”为主题
的系列活动评比的表彰决定；副校长王卫星宣读了
九江田中第十一届“田中之星”的表彰决定。

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在中国人民抗战暨世界
反法西斯胜利73周年纪念日的节点上召开开学
典礼，意义非凡。不忘初心，矢志前行，欧阳伟坚
在致辞中希望全体师生拥抱新希望，用辛勤的汗
水、文明的素养、协作的精神、求实的态度、集体
的智慧，求真务实，搞好学习，做好工作，在金秋
的九月，扬帆起航，再续辉煌。 （陈顺生）

九江田中
开学典礼别开生面

一切为了九江加速前行
——九江市国土局强化使命担当全面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水平

举措之二

举措之三

举措之四

举措之五

又逢新学期开学，8 月 31 日早上，九江六中
全体师生欢聚校运动场上，举行2018-2019学年
度上学期开学典礼。

升旗仪式后，九江六中校长梁明首先在典礼
上作了新学期致辞。他首先介绍了六中的办学
历程，展示了六中的办学成果。同时，他也对老
师们的思想道德和作风建设提出要求；希望初
一、高一新生借助学校现代生活教育九个维度的
内容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
的各项主题活动，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度过充实美好的中学生活。

梁明说，“我们很快将迎来一个新的六中。新
的校舍，新的学期，新的征程，但我想，有一点是不
变的，那就是教育的本质和学习的方法。教育的
路径是要规范，要合理，要公正，要科学，要法制，
教育的变化方向是要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但教
育的本质却是立德树人，而这也是学校教育的归
属和终极目标。那么，要如何立德树人？只能是
以德立德，以人树人。无论现代化的程度有多高
多深，教育一定离不开人对人的影响的，教育最大
的资源就是教育工作者‘人’的资源。”

（余惠慧 记者 周慧超）

九江六中
新学期致辞挺走心

9月7日上午，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柴
桑区岷山乡领导一行专程到岷山学校、黄老门中
学、岷山中心小学看望慰问学校教师，并送上节
日的祝福和慰问金。

岷山乡领导一行听取了各位校长关于师资
力量、办学条件、教学环境和教师业务提高等方
面的情况汇报，并代表乡党委、政府感谢广大教
职员工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为全乡教育事
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凌纪)

岷山乡
慰问教师送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