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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的预期目标。
民营经济和招商引资工作发展势头强劲。通过
主 任：冯干勤
实行县级领导挂点帮扶、民营企业挂牌服务、提高民
副主任：金天健 潘火仙（女）
营企业家社会地位等一系列举措，全区民营经济呈
吴有根 朱爱民
现出“高起点、快发展”的好势头，民营企业和个体工
程国俊
商户已发展到1.14万户，实现社会总产值占总量的
浮梁县人民政府
91%，占工商税收的比重为88%。区政府荣获2004
县 长：吴光辉
年度全省服务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工作先进单位称
副县长：马 翔 任文政
号。招商引资工作成效明显。通过优化招商环境，
孙庚九 洪贵胜
创新招商手段，加大工业招商引资力度，加强横向联
陈雅岚（女）
政协浮梁县委员会
系合作，取得较好的成果。在引进外资上实现了零
的突破。
主 席：张承龙
珠山经济开发区建设初显成效。为加快区域经
副主席：朱民生
济发展，珠山区突破空间限制，采用“借船出海”的模
寇江河（至2004年 月）
式，在市高新区内打造出珠山经济开发区，并把加速
吴木才 王善明
范幸福 曹正德
开发建设工业园区作为增强全区经济发展后劲的重
要“抓手”。开发区下辖珠山工业园、珠山陶瓷园、珠
余海波（2004年1月任）
山汽车配套园、珠山科技园、珠山生态园五个园区。
中共浮梁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珠山工业园实际完成“五通一平”土地500亩，金域
书 记：陶永昌
电子、东风陶瓷包装等12家企业进园，其中台资企
浮梁县人民武装部
业一家，并开工建设，部份企业已正式投产，在建项
政 委：罗晓云
目总投资1.4亿元。珠山陶瓷园占地230亩，已有
部 长：杨宗福（至2004年 月）
飞鹰陶瓷等12家企业人园建厂，其中澳门投资企业
邓道乙（2004年5-5月）
一家。珠山汽车配套园占地近200亩，已人驻6家
王 滨（2004年0月任）
企业。珠山科技园、珠山生态园正在积极规划建设
浮梁县人民法院
中。开发区建设正朝着“一园五区”的格局发展。去
院 长：胡俊萍
年，开发区已安置就业人员810人，共实现税收368.
浮梁县人民检察院
56万
元。
检察长：王四平
浙江路开发建设取得新进展。浙江路一期A标
段浙江路与广场南路交叉口混凝土路面已竣工并通
车。浙江路二期B标段中华南路至沿江东路道路红
线范围内完成拆迁，下水道管线沟已铺设完毕，水泥
【概述】2004年，珠山区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路面浇铸已全面完成。浙江路一期火车站口至中华
观，以千年华诞为契机，紧紧围绕全市建设“经济重 南路人行道路面己完成7000平方米花岗岩及配套
镇、旅游都市、特色瓷都”的目标，立足城区工作特 工程的建设。大江房产一期21万平方米商住楼和
点，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奋力进取，较好 银信一期3万平方米商住楼已竣工交付使用，大江
房产二期及银信房产二期近12万平米的开发业已
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经济保持较高增长。2004年全区实现社会总产 竣工，中厦房产一、二号开发地块已开工建设。
争创“四城”工作深人开展。2004年，积极围绕
值15.94亿元，增长2390%，财政总收人7282万元，
增长22.90%，一般预算收人4669万元，增长18. 争创“四城”目标和喜迎瓷博会，以加强市容环境卫
31%；引进内资5.04亿元，增长26%，外资到位38 生管理为重点，不断提高创建工作水平，为瓷博会营
万美元；固定资产投人完成5.33亿元，增长35. 造优美环境。一是加大了创园和迎瓷博会工作的领
35%，其它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都达到或超过了 导力度，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活动的顺利开展。二
浮梁县人大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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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加大了创园和迎瓷博会工作的宣传力度。召开了
全区迎瓷博会动员大会，举办了“当好东道主，迎接
瓷博会”市民谈有奖征文，组织各街道进行了迎瓷博
会万人签名活动，积极参加了全市“创四城、迎瓷博”
全民健身长跑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当好东道主、迎
接瓷博会”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三是围绕迎瓷博会
的主要任务，扎扎实实地开展了各项具体工作。第

好的社会效益。

区有127个居民小区实现了垃圾袋装化。第三、加
强“门前三包、室内达标”工作管理。全区各街道对
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状的单位进行了全面的检查
考核。第四、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居民
素质。积极开展了文明新风进社区，建设文明卫生
社区活动。第五、严格管理，加强督查。制定了责任
分解表和定期汇报制度，每天对道路清扫质量、人行
道保洁质量进行专项检查。
社区建设扎实推进。把社区建设提高到一个新

和书画进社区活动，丰富了社区群众的文化生活。

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认真贯彻科技“强企
兴区”的发展战略，帮助企业申报的4个项丨j获省、
市科技三项经费11.5万元资助，促进了企业的科技
创新与发展。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开展了双语教学
实验，加速发展信息技术教育，重点开展了扶贫济
困、捐资助学活动，为878人次提供了10余万元的
一、积极推进环卫体制改革。推行了道路清扫保洁 捐资助学款。加大了学校周边环境整治力度，开展
权市场经营制和环卫工人全员聘用制。第二、大力 了学校各项安全检查，基本消除了教学危房，教育教
推行垃圾袋装化，综合整治里弄、小区卫生环境。全 学成效显著，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积极开展了送戏

的高度，作为全区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不断创新社
区工作思路，实行工作重心向社区转移。一是加强
了对社区建设的领导力度。调整充实了社区建设领
导机构，增设了社区组织建设、社区服务、社区文化

等10个专业指导工作小组。二是坚持“走出去，引
进来”的工作思路。先后组织了以四套班子主要领
导带队的五个工作组赴湖南、湖北、福建、天津、河
南、南昌等地进行社区建设，城区经济发展、社区党

建学习考察，借鉴外地社区建设经验。三是召开了
社区建设恳谈会，积极争取市直有关部门对珠山区
社区建设工作的大力支持。四是开展了全区建设攻
坚战活动。重点建设的25个社区居委会达到了基
础设施好、制度健全、服务完善、具有珠山特色的样
板型社区，促进了全区社区建设工作全面发展。五
是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

扎实开展了预防“非典”和禽流感工作，乙肝疫苗纳
入儿童计划免疫，结核病控制项目全面启动．认真
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积极参与千人全民健身
汇演活动，切实开展了第五次体育场所普丧登记工
作。计划生育各项指标完成较好。进一步做好了社
会保障和再就业工作。全面完成了低保调标，低保
工作基本上实现了规范化管理。社会养老保险和失
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全面铺开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健全了区、街、居三级安全网络，杜绝了重、特
大安全事故的发生。认真完成了市政府布置的收缴
护照工作。切实做好了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各项
准备工作。老龄工作得到进一步发展。全面启动了
《珠山区志》的编纂。积极开展了“双拥”工作，国防
教育、民兵预备役和人民防空事业得到进一步加强。
加强廉政建设，深人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基层“创
安”活动扎实进行，“严打”整治斗争取得积极成果，
治安防范措施进一步落实，“四五”普法工作深入开
展，政府法制建设和人民信访工作进一步加强。

【中共珠山区委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3
月4日，区委召开八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认真贯
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

十一届五次全会和市委八届七次全体会议精神，总
建设决定的总体工作部署，注重培育“资源共享、共 结了2003年工作，对2004年各项工作进行全面动员
驻共建”的意识，解决了巧个社区办公用房，提高了 和部署。
社区居委会干部工资标准，落实了每年5000元社区
居委会办公经费。六是健全了社区居委会的详细社
区资料，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步伐，社区信息全部实
现了区、街、居三级联网，为全区居民提供更方便、更
快捷、更科学的信息化服务。一年来，通过社区一
块，已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1346人（其中4050再就
业人数609人） ，省外劳务输出人数1673人，取得较

【珠山区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召开】5月5 . 27日，
珠山区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在珠山区礼堂隆重召开。
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珠山区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珠山区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珠山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珠山区2003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与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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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珠山区2003年财政预
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04年财政预算》。

【珠山区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5A24-27日，
政协珠山区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机关礼堂召
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政协珠山区常委会工作报
告，区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报告，听取了
中共珠山区委书记占勇同志代表中共珠山区委所作
的重要讲话。审议并通过了区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
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与会委员列席了区人大七届二
次会议，听取和讨论了其他各项报告和决议。
【国家教育部领导张保庆到市一小视察】2月9日
上午，国家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张保庆一
行在省教育厅厅长漆权、市委副书记张忠信、市政府
副市长谢茹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市区一小学。
在听取了一小的工作报告后，张副部长肯定了学校
坚持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的正确思路，对学校今后发
展提出了殷切希望，并欣然为市第一小学题词“开拓
耕耘、培育未来”。

进教育、互相交流、双向沟通提供了信息平台。10
月份，该区投资150万余元，为区属各校添置530台
计算机，使区学校生机比达到18:1，居全市之首，为
进一步加快全区信息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硬
件保障。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1珠山区严格执行《执业医师
法》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打击非法行医，整顿和
规范辖区内个体医药市场秩序。对辖区非法个体诊
所进行8次集中执法检查，查处取缔45家非法诊
所，收缴药品、医疗器械价值3.8万元，罚款0.46万
元。

【第十七小学综合教学楼开工建设】12月1日上
午，第十七小学新教学楼开工建设，该工程为国债资
金建设项目，建筑面积为1993.12平方米，总投资约
140万元。

【加强市容环境卫生管理】2004年，珠山区围绕争
创“四城”目标和喜迎瓷博会，不断加强市容环境卫
生管理。第一、积极推进环卫体制改革，推行了道路

【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舒晓琴到珠山视察】10 清扫保洁权市场经营制和环卫工人全员聘甩制。第
月27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舒晓琴、省检察院
副检察长孙谦带队，省18个厅的综治委成员单位负
责同志和11个地市分管政法、综治工作领导视察了
区珠山街道中山北路步行街技防工程。

二、大力推行垃圾袋装化，综合整治里弄、小区卫生
环境。全区有127个居民小区实现了垃圾袋装化。
第三、加强“门前三包、室内达标”工作管理。全区各
街道对签订了“门前三包”责任状的单位进行全面的
检查考核。

【省政协副主席刘运来到珠山区调研】12月 日上
午，省政协副主席刘运来一行在市政协副主席李昌
华的陪同下，到区政协进行工作调研，了解工作情况
及委员活动开展情况。

［全面加强结核病的防治工作】2004年是珠山区结
核病控制世行贷款和日本援助项目启动实施的第一
年，为认真实施结核病控制项目，珠山区在电视、报
纸、广播等媒体宣传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认真开展
结核病业务培训工作，对患者实行免费检查、治疗。
该项目自元月份实施以来，全区共有245人参与肺
结核病筛查、确诊，其中免费治疗121人。

【市政府代市长虞国庆到社区视察】12月 日上
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虞国庆一行在区主要领导的
陪同下，视察了珠山区的维裕社区、杨家坞社区、梨
树园社区、太平巷社区，并在区六楼会议室召开现场
办公会，就该区提请解决的问题一一作了部署，市政 ［社区建设攻坚战活动卓有成效】10月，区委、区
府副市长谢茹、冯林华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 政府在全区开展社区建设攻坚战活动，选择了25个
［珠山区加快信息化建设】6日，景德镇市珠
山区教育网正式开通，网址：www. j dzzsdedu . com。景
德镇珠山教育网的开通，为珠山区教育局与社会各
类学校及广大师生、家长和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走

基础条件较好的社区居委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
重点打造，通过活动，25个社区成为全区建设的示
范典型，并摸索出一类可以在全区推广借鉴的规范
内容和标准，促进了全区社区建设工作全面发展。
（陈运宏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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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山区领导人名单

江茵

中共珠山区委员会
书 记：占 勇（至2004.8)
朱民安（2004.8任）
副书记：刘朝阳 王发生
胡巧正（女）
常 委：胡素平 施向阳
王庆友 曾 良
李天亮，
珠山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黄宝珍（女）
副主任：徐惠兰（女）
占小春（女）
程建明
朱光华
沈 薇（女）
珠山区人民政府
区 长：刘朝阳
副区长：胡素平
胡林荣（至2004,11)
计 群 潘景龙
周清平（女）
樊雅强
政协珠山区委员会
主 席：余玉龙
副主席：饶正毛 余少良
周冬元 刘振良
汪其凡（女）
熊锦英（女）
彭跃华（女，2004.5任）
中共珠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 记：王发生
珠山区人民武装部
部 长：王 桦
政 委：王庆友
副部长：付春样
珠山区人民法院
院长：郑小妹（女）
珠山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计新明

c概述］地处景德镇市城乡结合部，环绕整个市区，
总面积43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467公顷。辖1个

街道即西郊街道办事处；二镇即竟成镇、鱼占鱼山镇；
三乡即吕蒙乡、荷塘乡、丽阳乡；1个垦殖场即西郊
垦殖场。全区总人口15.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7.
3%o，非农业人口为7.3万人。
2004年，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
的协调发展。围绕建设“工业强区、农业特区、市场
大区、城市新区”战略定位，抓紧实施“工业腾飞、西
区振兴、教育提升”三大计划，不断解放思想，在支持
大局中谋求发展，在破解难题中维护稳定，全区各项
工作取得新成绩。
“三大计划”实施有了新进展。
一是工业腾飞开始提速。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9.27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产值同比增长140%，增幅居全市县市区第一，被评
为全省工业发展先进县（市、区）。工业投入达5790
万元，同比增长45.4%。联合焦化兴办昌江化工园，
引进14家企业，6家投产；中景印机等企业落户高新
区，已见效益；62所科技园一期已完成土地平整；
区工业园选址虽然因市规划调整有所改变，但工业
园建设仍有较快推进。规模工业企业数量增加，企
业梯队初步形成。新增民营工业企业32家，民营工
业企业完成产值8.28亿元，同比增长24.3，占工
业经济比重的88%，成为全区工业支柱。
二是西区振兴初见成效。新20国道贯通，丽
阳、荷塘乡村道路改造基本完成，2004年完成镇、村
通水泥路面70公里。 鱼占鱼山镇和丽阳乡分别被列
为省级和市级小城镇建设项目，鱼占鱼山镇环镇路建
设、自来水扩建与小城镇建设规划初步完成。丽阳
乡判官桥启用，改善了当地交通条件。荷塘乡万亩
毛竹低产林改造和杨湾风景区、童坊森林公园招商

项目已开始启动建设，西区乡镇财政新增部分全额
返还政策兑现，乡镇干部教师工资全部纳入银行统
发范畴，实现了由区财政统一发放。
三是教育提升再上台阶。 “两基”工作成果进一

步巩固，教育质量在打造教育品牌中有了新的提高。
昌江一中高考获大面积丰收，600分以上考生29名，
其中一人被清华大学录取，综合指标列全市第三，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