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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民字〔2019〕64 号 

 

 

 

各设区市、省直管试点县（市）民政局，赣江新区社会事务局： 

2018年以来，各地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

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

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部署，把“绿色社区 美丽家园”

创建活动作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实践，按照组织体系规范

化、平台建设标准化、办事服务便捷化、协商议事制度化、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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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常态化、生活环境宜居化“六化”标准，精心组织，探索创

新，创建了一批服务完善、管理有序、美丽宜居、幸福和谐的品

牌社区。为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全省城乡社区治

理水平，经遴选推荐、审核筛查、评估验收和网上公示，省民政

厅决定命名南昌市东湖区彭家桥街道七里街社区等240个社区为

2018-2019年度全省“绿色社区 美丽家园”创建活动示范社区。 

    希望获得命名的社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引领本地区甚至

全省城乡社区治理深入开展并取得实效。各地要认真学习借鉴示

范社区的先进经验，把创建活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进一步增

强创建意识，加大创建力度，提升城乡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为

奋力开启建设富裕美丽幸福现代化江西新征程，齐心协力描绘好

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作出积极贡献。 

 

附件：2018-2019 年度全省“绿色社区 美丽家园”创建活

动示范社区名单 

 

 

 

                             江西省民政厅 

                           2019 年 11 月 29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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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南昌市（31个） 

东湖区彭家桥街道七里街社区 

东湖区董家窑街道紫金城社区 

东湖区豫章街道洪城社区 

东湖区百花洲街道刘将军庙社区 

西湖区桃花镇君领社区 

西湖区绳金塔街道耶苏堂社区 

西湖区广润门街道烟筒巷社区 

西湖区桃花镇恒泰云锦社区 

青云谱区徐家坊街道新联社区 

青云谱区青云谱镇广州路社区 

青云谱区青云谱镇福祥社区 

青云谱区京山街道京新社区 

湾里区幸福街道牌楼社区 

青山湖区青山路街道满庭春社区 

青山湖区京东镇京荣社区 

青山湖区湖坊镇墅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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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区长堎镇幸福里社区 

南昌县莲塘镇昌南客运站社区 

南昌县莲塘镇莲安南路社区 

南昌县八月湖街道丰源淳和社区 

南昌县八月湖街道海嘉路社区 

进贤县民和镇青岚社区 

红谷滩新区红角洲管理处桥郡社区 

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红谷春天社区  

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红谷雅苑社区 

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管理处凤凰花园社区 

红谷滩新区九龙湖管理处悦城西社区 

高新区艾溪湖管理处新都社区 

高新区昌东镇蓝湾香郡社区 

经开区蛟桥镇盛华社区 

经开区白水湖吉都居社区 

二、九江市（30个） 

濂溪区十里街道大楼社区 

濂溪区十里街道濂溪社区 

濂溪区五里街道陆家垅社区 

浔阳区甘棠街道六角石社区 

浔阳区甘棠街道延支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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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区湓浦街道湓浦社区 

浔阳区人民路街道大树下社区 

浔阳区金鸡坡街道新塘社区 

柴桑区沙河经济技术开发区庐山北路社区 

柴桑区沙河街道东方红社区 

瑞昌市桂林街道潘家堡社区 

瑞昌市高丰镇铺头村社区 

共青城市茶山街道东湖社区 

庐山市白鹿镇玉京村社区 

武宁县豫宁街道锦宁社区 

武宁县豫宁街道九岭社区 

武宁县豫宁街道豫宁社区 

修水县竹坪乡紫竹社区 

修水县义宁镇红山社区 

修水县义宁镇濂溪社区 

永修县涂埠镇湖东社区 

德安县蒲亭镇工业园社区 

湖口县双钟镇大岭社区 

湖口县双钟镇柘矶社区 

彭泽县龙城镇流芳社区 

经济开发区滨兴街道建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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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区向阳街道湖中社区 

经济开发区滨兴街道坝围里社区 

经济开发区滨兴街道春安里社区 

八里湖新区八里湖街道畔湖社区 

三、景德镇市（15 个） 

昌江区新枫街道韭菜园社区 

昌江区新枫街道园林社区 

昌江区西郊街道华风社区 

昌江区荷塘乡杨湾村社区 

珠山区太白园曙光村社区 

珠山区里村街道曙光路社区 

珠山区新村街道北路社区 

珠山区昌河街道梦园社区 

珠山区昌江街道再胜弄社区 

乐平市乐港镇里首社区 

乐平市洎阳街道天湖社区 

乐平市众埠镇秧畈村社区 

浮梁县浮梁镇城北社区 

浮梁县瑶里镇寺前村社区 

浮梁县江村乡严台村社区 

四、萍乡市（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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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区东大街道小桥社区 

安源区后埠街道柑子园社区 

安源区后埠街道九龙社区 

安源区凤凰街道李子园社区 

湘东区峡山口街道日星社区 

莲花县湖上乡樊家村社区 

上栗县杨歧乡关上村社区 

芦溪县芦溪镇花生岭社区 

芦溪县宣风镇桥头村社区 

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银三角社区 

武功山风景名胜区万龙山乡桂花村社区 

五、新余市（14个） 

渝水区城北街道宝真社区 

渝水区城北街道钟家山社区 

渝水区城北街道长青社区 

渝水区城南街道茶山口社区 

渝水区城南街道万家山社区 

渝水区城南街道百花湖社区 

渝水区城北街道沿江路社区 

分宜县钤西街道政法巷社区 

分宜县湖泽镇水川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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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宜县钤山镇下田村社区 

分宜县洋江镇洋江社区 

分宜县操场乡桃源街社区 

仙女湖区河下镇平川村社区 

仙女湖区钤阳办白田村社区 

六、鹰潭市（5个） 

月湖区交通街道百佳城社区 

月湖区交通街道莲花社区 

余江区邓埠镇马鞍社区 

贵溪市花园街道贵冶社区 

贵溪市花园街道铜城社区 

七、赣州市（27个） 

章贡区东外街道渡口路社区 

章贡区南外街道二康庙社区 

章贡区沙石镇吉泰社区 

章贡区解放街道健康路社区 

章贡区赣江街道姚府里社区 

章贡区水南镇长征路社区 

南康区龙华乡双江村社区 

南康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 

瑞金市象湖镇河背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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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丰县西牛镇曾屋村社区 

信丰县万隆乡李庄村社区 

大余县南安镇建桂街社区 

大余县新城镇高龙村社区 

上犹县东山镇犹兴社区 

龙南县龙南镇新生社区 

龙南县龙南镇金都社区 

定南县岭北镇蔡阳村社区 

定南县历市镇太公村社区 

全南县大吉山镇吉山社区 

宁都县小布镇小布村社区 

兴国县高兴镇老圩村社区 

兴国县均村乡高溪村社区 

兴国县城岗乡大获村社区 

会昌县洞头乡洞头畲族村社区 

会昌县庄口镇洛口村社区 

寻乌县水源乡龙塘村社区 

经开区蟠龙镇蟠龙村社区 

八、宜春市（30个） 

袁州区化成街道化成社区 

袁州区珠泉街道珠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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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州区珠泉街道明珠社区 

袁州区下浦街道东升社区 

袁州区秀江街道崔家园社区 

袁州区秀江街道潭前社区 

袁州区湛郎街道红星社区 

袁州区凤凰街道凤凰社区 

袁州区秀江街道昌黎社区 

袁州区化成街道新建社区 

丰城市孙渡街道文安社区 

丰城市上塘镇梅苑社区 

丰城市河洲街道丰水湖社区 

丰城市上塘镇八一社区 

丰城市孙渡街道儒子社区 

樟树市鹿江街道江边社区 

樟树市福城街道垱下亭社区 

高安市瑞州街道碧落山社区 

奉新县冯川镇蒋家堎社区 

奉新县冯川镇宫保地社区 

万载县白水乡槽岭村社区 

上高县泗溪镇杜家村社区 

宜丰县新昌镇流源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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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丰县新昌镇花门楼社区 

宜丰县新昌镇窑前社区 

宜阳新区官园街道翰林社区 

宜阳新区官园街道明月社区 

宜阳新区官园街道先锋社区 

宜阳新区官园街道景升社区 

经开区金园街道枫林社区 

九、上饶市（25个） 

信州区水南街道金山社区 

信州区东市街道紫园社区 

信州区西市街道铁二社区 

广丰区横山镇山头村社区 

广丰区东阳乡苏溪村社区 

德兴市银城街道凤仪门社区 

德兴市香屯街道园艺社区 

上饶县旭日街道阳光社区 

上饶县旭日街道月亮湾社区 

上饶县旭日街道望江社区 

上饶县旭日街道金桥社区 

上饶县罗桥街道下山社区 

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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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阳县桃源街道双亭社区 

鄱阳县鄱阳镇磨刀石村社区 

鄱阳县珠湖乡路口村社区 

鄱阳县饶州街道城隍庙社区 

鄱阳县饶州街道山水天下社区 

鄱阳县石门街镇新石村社区 

婺源县蚺城街道蚺城社区  

婺源县紫阳镇西坑村社区 

婺源县珍珠山乡黄砂村社区 

婺源县思口镇长滩村社区 

婺源县清华镇洪村村社区 

婺源县太白镇程家湾村社区 

十、吉安市（33个） 

吉州区北门街道庐境园社区 

吉州区北门街道钟鼓楼社区 

吉州区北门街道马铺前社区 

吉州区北门街道塔水桥社区 

吉州区古南镇街道城南社区 

吉州区古南镇街道火头门社区 

吉州区古南镇街道古南镇社区 

吉州区古南镇街道桃树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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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区永叔街道光明社区 

吉州区永叔街道高峰坡社区 

吉州区永叔街道吉福路社区 

吉州区习溪桥街道书街社区 

吉州区文山街道仁山坪社区 

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敖上村社区 

青原区东固畲族乡东井冈社区 

青原区值夏镇值夏街社区 

井冈山市龙市镇城南社区 

井冈山市茨坪镇红军路社区 

吉安县敦厚镇梨山社区 

吉水县文峰镇城南社区 

吉水县文峰镇城西社区 

永丰县恩江镇北晖社区 

永丰县藤田镇杏塘村永淳社区 

泰和县澄江镇上田社区 

泰和县澄江镇中山社区 

遂川县枚江镇云岭社区 

安福县泰山乡楼下村社区 

安福县瓜畲乡新安村社区 

安福县严田镇岩头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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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县枫田镇车田村社区 

永新县禾川镇二机社区 

井开区高新街道长岭社区 

庐陵新区滨江街道刘家社区 

庐陵新区禾埠街道解放桥社区 

十一、抚州市（19 个） 

临川区西大街街道后湖田社区 

临川区文昌街道悦居佳园社区 

东乡区孝岗镇大富社区 

东乡区金峰街道东铜社区 

东乡区金峰街道凤凰社区 

黎川县德胜镇德胜村社区 

黎川县日峰镇十里村社区 

南丰县琴城镇桔都西社区 

乐安县鳌溪镇下大街社区 

乐安县万崇镇坪背村社区 

宜黄县凤冈镇百鹭洲社区 

宜黄县桃陂镇桃陂村戈坪社区 

金溪县秀谷镇文庄社区 

金溪县琉璃乡蒲塘村社区 

资溪县鹤城镇火车站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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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溪县鹤城镇城东社区 

资溪县鹤城镇城关社区 

广昌县驿前镇田西村社区 

高新区钟岭街道七二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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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民政厅办公室                      2019年 12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