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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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市、区）概况·
昌江区

评为市级重点中学，目前正积极争取列人省重点建
设高中。投资500万元，建设面积10000平方米的学
生公寓已投人使用，昌江一中二期扩建工程建设步
伐加快。省属企业自办学校接管工作顺利，已完成
了八五九、四三二一、黎明制药厂、地方铁路子弟学
校的接管工作。
经济建设有了新活力。
2004年，全区完成社会总产值17.3亿元，同比
增长16. 1，其中一产增长16.7%，二产增长17.
9%，三产增长12.9%。全区财政总收人突破7000
万元，达7178万元，同比增长29.6%，地方财政收入
突破5000万元，达5024万元。，同比增长25.5%，增
幅位居全市第一。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6.34亿
元，增长18.7%，其中百万元以上项目有33个。全
区农民年人均纯收人达3484元，净增723元，增幅
超过历史最好水平。
一是“三农”工作焕发新的生机。全年，全区共
发放粮食直补和良种补贴140万元，竟成镇、吕蒙
乡、西垦在全市率先实行免征农业税，全区共下调税
幅达43%。人均减负增收40元。全区粮食播种面
积达6.7万亩，粮食产量2.73万吨，均创历史最好
水平。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初具规模，其中，农业部立
项的市良种猪繁育基地投入生产，丽阳万亩优质稻

基地项目正式启动建设，农业产业化开始迈上新台
阶。争取国家和省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取得丰硕成
果，长防林和公益林建设有了长足进展。防治禽流
感全面胜利。
二是第三产业初现活跃繁荣。全区重点集贸市
场达到16个；以陶瓷文化和生态旅游为重点的三宝
国际陶艺村、月亮湖、冷水尖、杨湾风景区等景点接

待国内外游客10万余人次。依托豪德、中国陶瓷城
等大型市场，大力发展仓储、运输、餐饮、商贸、家政
等新兴服务业，安置劳力就业1200人。
支持服务大局有了新贡献。
一是全年配合市土地储备中心完成征用、预征

面积4000余亩，支持各重点工程项目部拆迁房屋
300余幢，征地拆迁面积均超历史，并基本保持稳
定。

二是区陶阳路和昌河大道改造项目部破难前
行，工程形象进度明显加快，陶阳路改造完成，安置
工程有序进行。东方明珠、千禧公寓、金马千禧广
场、圣罗帝景花苑等项目启动建设。
三是为支持部省属企业和大专院校发展，竟成

镇协调解决了昌河、六0二所、陶院周边环境等历史
遗留问题16个。 鱼占鱼山镇、荷塘乡积极支持昌河吕
蒙机场封闭和道路改造工程，正抓紧实施。
四是会同市土地、城建部门共同组建了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大队。成立几个月来，共强制拆除非法

搭建面积5万平方米，保证城市有序管理。同时高
标准、高品位规划建设农民新村，竟成镇昌南生态新
村成为全省文明小康示范村样板。
社会稳定有了新进步。
一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加大。严厉打击
“黄赌毒”和“两抢一盗”等犯罪活动，全区刑事治安
案件呈下降趋势，全年实现了“六无”，即无重大安全

事故，无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
无有影响群体性事件，无农村纠纷械斗，无“法轮功”
人员进京。一深入开展创建全省综治工作先进县和
“平安”区、乡活动，覆盖率达95%。吕蒙乡创建“平
安大乡”经验在全省社会治安百日行动现场会上被
推广，竟成镇黄泥头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先进单位。
二是安全生产常抓不懈。成立区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健全和完善了区、乡、村三级安全生产管理
网络，全年实现了无重、特大安全事故。
三是民主与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各类集体越级
上访明显减少，无一例赴京赴省集体访事件。区属
8家企业改制，无一名职工越级上访。人大代表建
议、政协委员提案办复率达100%，满意率较上年有
所提高。 “四五”普法全面铺开，按全国、省、市要求，
配齐配强了基层司法所队伍。
社会事业有了新面貌。
一是计划生育成绩斐然。区计生服务站大楼建
成，即将投人使用，稳定低生育水平进人新的阶段。
连续两年获得“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称
号。
二是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全区获得省级文
明单位巧个，文明行业5个。竟成镇农民自娱自乐
自拍电视剧、居民社区文化生活在全市群众性文化
活动中起到示范作用。三是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扎实
开展。全区安置下岗失业人员就业3200人，引导农
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1000人，培训失地农民700多
人。
四是社会保障工作逐步规范。全年共发放退休
金1613万元。 吕蒙等乡镇对年满60岁的失地农民
实行发放养老金制度。出台了《农村五保户供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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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全面实施农村特困群众社会救助制度。认
真开展救灾救济扶贫工作，全区共下拨救灾款68万
元，下发救灾大米10万斤，2295名特困扶助对象得
到及时救助。全区2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与困难群
众结成帮扶对子，帮扶对象达400多人。
五是社区建设取得新的成绩。黎明、森林居委

共青团昌江区委员会。

会社区建设得到省市领导好评。星光计划示范点吕
蒙乡中心敬老院和丽阳乡敬老院扩建工程通过全省

【区招商协作局正式挂牌】4月 12日，区招商协作

检查验收并受到好评。

局在区机关大院内正式挂牌办公。

立耕同志的重要讲话，听取和审议了区团委书记刘
海所作的题为“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加
快建设现代小康新昌江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审
议通过了《共青团昌江区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第六
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区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召开】2月6-28日，区第

［结核病控制项目正式启动】6月 17日，区结核病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防治控制项目启动，该项目是通过2002年申请的
了《政府工作报告》、《昌江区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 “世行贷款／英国赠款”结核病控制项目及2004年申
会发展执行2004年计划的报告》、《昌江区人民法院 请的‘旧本援助”结核病防治项目合署而成的。该项
工作报告》、（（昌江区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目启动有利降低区域内结核病发病率。
【区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2月5 d28日，区政
协五届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政府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了《区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
并通过了《区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区多条重点生产线正式启动］市鹏飞建陶有限公
司微晶陶瓷墙地砖生产线正式投人生产，年产值达
2000万元；中景集团正式投人生产，年产值3590万
元；景迪装饰有限公司与昌飞、哈飞等公司配套汽车

告和决议》。

装饰纺织布生产线正式启动，年产值达2300万元。

【春蕾小学投入使用】9月 日，在省市妇联的帮

【区十家企业获诚信企业称号】8月在全省诚信企

助下，由马格利特斯图特基金会投资巧万元在丽阳

业考核验收过程中，昌江区景迪装饰有限公司、药用

乡丰田村建造的第一所“春蕾小学”揭牌，正式投入 玻璃有限公司、竟成建筑工程公司、江西锦龙房地产
使用。

【举办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为配合全市千年庆
典活动，6月巧日，全区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区
机关大楼举行，涌现了一批展现昌江区美好自然风
光和人文景观的优秀作品。

开发公司、市鹏飞建陶有限责任公司、市人杰经贸有
限公司、市大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西信义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吕蒙建筑工程公司、江西海慧
集团等十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竟成建筑工程公司
获一级诚信企业称号。
【区工业发展获全省表彰］ 全年完成工业产值9.27

［卡拉OK赛拉开帷幕】 ·
7A6日，以树立科学发展 亿元，同比增长17.9%，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产值同
观、建设美好新江西、共塑瓷都新形象为主题的全区 比增长140%，增幅居全市县市区第一，被评为全省
大型卡拉OK赛在市移动公司举行。

工业发展先进县（市，区）。

［全面实现区“村村通”工程】12月一随着偏远的荷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明显］全区刑事治安案件
塘乡童坊村有线电视的开通，标志着全区广播电视 呈下降趋势，实现“六无”，即无重大安全事故、无重
基本实现“村村通”。
大恶性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灾害事故、无有影响群
体性事件，无农村纠纷械斗、无“法轮功”人员进京。
【共青团昌江区委员会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吕蒙乡创建“平安大乡”经验在全省社会治安百日行
6月28日，共青团昌江区委员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 动现场会上被推广，竟成镇黄泥头村被评为“全国民
昌江区政府礼堂隆重召开。大会听取了区委书记汪

主法治示范村”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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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自娱自乐自拍电视剧引起较大反响】竟成镇
农民自娱自乐自拍电视剧被国内外多家媒体采访，
在全市群众性文化活动中起到示范作用。8 A 26

日，该镇文化站长周元强作为著名农民导演应邀到
北京与国家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领导、航天英雄杨
利伟同台为全国Dv大赛获奖者颁奖。

【计划生育成绩斐然】区计生服务大楼建成即将投
入使用，稳定低生育水平进人新的阶段。连续两年
获得“全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称号，填补了
景市空白。
（龙积林、张英宝撰稿）

昌江区领导人名单
中共昌江区委员会
书记：汪立耕
副书记：曹雄泰 占子松
林 群
区委常委：胡巧省 虞 萍（女）
况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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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和（2004年月5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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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任：陈秋明

副主任：闵芳顶 余 青（女）
洪南春 罗来渠
段嗣斌
昌江区人民政府
区 长：曹雄泰
副区长：胡巧省 程少华
陈国清 胡友林
史晓莲（女）
汪玉盛
魏 萍（2004年1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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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冬季
副主席：黄山保 胡世英
彭东林
杜慧春（女）
吴任民
昌江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林群（2004年 月任）
昌江区人民武装部
部长：徐水生
政委：叶久善（2004 q-:-- 3月任）
昌江区人民法院
院长：袁茂林
昌江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叶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