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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全国一流科技生态新城

南昌南昌高新区高新区

打造全国一流的生态科技新城打造全国一流的生态科技新城 昂起全省产业发展强劲龙头昂起全省产业发展强劲龙头

近年来，高新区充分利用“一江相
邻、三湖相间”的独特生态优势，不断
构建城区园林化、郊区森林化、通道林
荫化、乡村林果化的绿化格局。提升
改造艾溪湖湿地中心，打造出长达 15
公里的全省第一条示范性样板绿道

“艾溪湖绿道”，形成以候鸟观光为主
体，集科普教育、文化旅游等功能于一

体的人文生态乐园。实施瑶湖郊野森
林公园提升改造工程，进一步优化公
园快速交通系统、慢行系统及停车场
建设。推进瑶湖、艾溪湖、南塘湖“三
湖”水生态治理，实现了“沿湖一片绿，
环湖一片景”。先后成功打造南昌版

“马尔代夫”，成功举办全省规模最大
的荷兰郁金香花展，连续四年承办环

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极大提升了英
雄城的品位。

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高新区坚持实施“绿色崛
起”战略，蓝天碧水的优良生态环境吸
引了中国节能集团、联思触控公司、国
家医药创新园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和
项目纷至沓来。数据显示，五年来高

新区落户了近 4000家企业，新增的产
值超1000亿元。

“到 2020 年，我们力争实现园区
营业总收入 5000亿元，企业总数过万
家，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国家级高新区
第一梯队，建设成为全国一流的生态
科技新城。”展望未来，南昌高新区决
策者豪情满怀。

这里既有承接国际赛事
的自行车赛道，又有震惊世
界的硅衬底LED产业链；这
里既有南昌最美的森林湿地
公园，也有承载着我国大飞
机产业的南昌航空城；这里
既有振翅高飞的候鸟，还有
一个个从南昌（国家）大学科
技城起飞的创业梦想……

在南昌高新区，工业文
明、城市文明、生态文明实现
深度融合，正驶上打造“全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带动
区、科技创新的示范引领区、
绿色崛起的样板先行区和全
国一流的生态科技新城”的
快车道，初步展现出非凡气
度和颜值，引领南昌市乃至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
发展。

南昌高新区按照中央提出的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一核两
重”发展总战略部署和“三区一城”
的总目标，把“强攻产业”作为全区
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围绕产业集
群抓精准招商，优化政务环境促企
业发展，上半年经济发展亮出了一
份漂亮的成绩单。

1 至 7 月，高新区实现园区主

营 业 务 收 入 1174.0 亿 元 ，增 长
19.3%，总量在全省开发区排名
第 一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246.38 亿元，占全市总量近 1/4，
增长 10.2%，居全市第一位；固定
资 产 投 资 337.39 亿 元 ，增 长
13.9%，其中工业投资增速列全
市第一位；实际利用内资 104.71
亿元，增长 21.9%；实际利用外资
3.47 亿美元；财政总收入 56 亿

元，出口总额 70.6 亿元，占全市
总量的 30%。

今年以来，高新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支柱产业稳步快速增长，电
子信息产业和有色金属深加工产
业尤为突出。上半年，电子信息产
业 实 现 产 值 158.43 亿 元 ，增 长
35.7%，占全区总产值的 27.4%；有
色金属深加工企业生产任务饱满，
增长36.9%。

一直以来，高新区大力实施“科
技兴区”战略，已经成为全省科技创
新高地。2016年 1月荣获全国唯一
的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二等奖 2项。截至目
前，全区拥有 29个国家级创新平台
和产业基地，各类技术中心 108
个。其中国家级技术中心 9 个，博
士后工作站 15家；建立院士工作站
6个，填补了全市空白，企业国家重
点实验室2家，填补了全省空白。

创新上填补多个空白，创业上
这里也是亮丽名片。目前，高新区
投入使用双创孵化场地面积达 55

万平方米，拥有众创空间、科技企业
孵化器、小微企业创业基地等创新
创业载体 53 个。高新区正举全区
之力建设 3.5平方公里的双创示范
基地，打造南昌（国家）大学科技创
新城、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
基地等 29个子板块，分三期规划建
设物理空间 400 万平方米。目前，
一期起步区+创业梦想街区已基本
建成，建有物理空间 50 余万平方
米，微软、网易、大唐电信、阿里巴巴
菜鸟等 20 余家互联网企业、近 400
家企业（团队）已入驻，引进高校、科
研院所30家。

经济发展保持稳中有进

产业集聚效应日趋明显

创新创业发挥示范作用

生态优势助推绿色崛起

艾溪湖湿地公园艾溪湖湿地公园

高新区创业梦想街区高新区创业梦想街区

晶能光电晶能光电LEDLED芯片芯片

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连续多年在南昌高新区举行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连续多年在南昌高新区举行

大飞机部件生产厂房

南昌高新区紧盯国际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趋势，着力打造了航空、光电、生
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制
造等“高精尖”的产业集群，成为全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集聚地。6 月 6
日，全国首个民企自主知识产权通用
飞机——GA20研制及生产基地落户，
为高新区航空产业发展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6月 19日，高新区用短短 50
天时间，便完成瑶湖机场建设300余万
立方米的填砂任务，创造了江西省工
程建设史上的奇迹。此举标志着瑶湖
机场建设进入崭新阶段，为江西发展

航空产业、推进C919大飞机项目奠定
了坚实基础。高新区航空产业逐步推
进全面布局，初步形成了以大飞机研
发制造为主要支撑，通用航空、航空航
天科研和公共服务等为补充的发展格
局，吸引华夏九州通航、北航（南昌）航
空产业基地、鸿鹄航空AC500等机型
研发及制造项目纷纷落户。

高新区始终把产业发展摆在重要
位置，不仅航空产业的集聚效应明显，
光电产业的发展同样耀眼。高新区拥
有晶能光电、联创光电、晶和照明、东
海蓝玉等 LED 企业及相关配套企业

100多家，初步形成了从衬底材料、外
延片、芯片制造到封装及应用的完整
产业链，正朝“南昌光谷”核心区迈
进。今年以来，南昌光谷全球“合伙
人”计划迎来一批新伙伴，总投资 100
亿元的国内 LED 龙头企业兆驰光电
LED芯片生产基地、总投资 20亿元的
易美芯光高品质 LED 器件模组项目
陆续落户，这让南昌LED中游封装产
业的“腰身”变得更加挺拔。

与此同时，移动智能终端产业半年
之内实现了异军突起，不仅完成了整机
制造从无到有的突破，而且完成了产业

的全面布局。8月9日，中兴通讯努比亚
智能终端生产基地落户，将在高新区形
成不低于100亿元的年产值。努比亚手
机是去年以来第8家落户高新区的相关
企业。目前，高新区正大力建设智能终
端产业园，国内手机ODM排名前五的
手机整机项目全部落户，已拥有相关整
机及配套企业30余家，建成后将形成年
产超2亿台智能终端产品的产能，使高
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
2016年，高新区以移动智能终端为代表
的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350亿元，预
计2017年产值将突破500亿元。

环鄱赛南昌高新赛段结束

彭源堂一日摘双冠
本报南昌讯 （记者郁鑫鹏）9月 13日，由省

政府主办的第八届“邮储银行杯”环鄱赛在南昌
高新区结束第二赛站的赛事。中国台北车手彭
源堂本站继续保有最佳大中华领骑衫，还获得代
表冲刺王的橙色冠军衫。

高新赛站的起终点均设在艾溪湖畔，赛程
110.1公里。最终，本赛段个人前三名分别是美
国选手塞缪尔·杜雷、德国选手尼克·德缪斯、荷
兰选手亚纳克；团体第一名是荷兰猴城乐园
MCT车队。个人总成绩蓝色冠军衫被美国选手
塞缪尔·杜雷穿上。爬坡王（圆点冠军衫）由阿特
恩·特斯拉获得。

14日，环鄱赛将在景德镇市浮梁瑶里展开第
三赛段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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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郁鑫鹏

“2017年环鄱赛第二站明天上午就在我
家门口，南昌市艾溪湖开赛了……”

“环鄱赛 9点开赛，我看到了外国运动员
正在热身……”9月 12日、13日，江西省美术
馆的王世平，频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第八届
环鄱赛的“预告”。这个办到自家门口的国际
大赛，让他的“预告”充满期待和幸福感。

环鄱赛在南昌高新区连续举办了多届，
王世平坦言，这是他第一次对环鄱赛有这么
热切的期待，因为第一次能如此近距离地看
比赛。过往的环鄱赛，都是在艾溪湖湿地公
园里举行，车手们在公园里绕十几圈。彼时
进入公园有诸多限制，能进去观赛者有限。
今年，环鄱赛将艾溪湖湿地公园与瑶湖公园
串联起来，赛道经过生机勃勃的航空城，经过
大气繁华的昌东大道、紫阳大道，经过数十个
绿意盎然的村落，赛道覆盖面积从过去的300
亩到今年的50平方公里。除了艾溪湖湿地公
园10多公里的赛道上有密集的观众，今年新增
的40公里社会道路的两侧也有不少观众。“今
年的观众比往年要翻几倍。”相关人士表示。

今年南昌高新区赛站的赛道实现从全封
闭到全开放。为此，他们动用了安保力量3000
多人。“抽调了1700多名警力，各县区、警校也
都来支援。还发挥村镇干部的优势，他们成
为道路辅警。”南昌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高新交
警大队副大队长王亮这样对记者说。另外，
根据公安部的要求，高新赛站此次采取了硬
质隔离，全线安装了水马、铁马、铁质护栏等
设施设备，把赛道与道路有效区分开来。“运
动员在赛道内能安心快速地骑行，观众能在

赛道外近距离观看激烈的比赛，环鄱赛的安
保非常好，堪称一流。”2016年环鄱赛冠军车
队新加坡里翁车队的队员陈明告诉记者。他
说，国内许多环赛，有的地方是拉警戒绳的形
式进行安保，赛的不安心，看的不安全。与陈
明一样，此次环鄱赛锐竞斯博特头盔赞助商
李伟民也表示，拥有开放、亲民特征的环鄱
赛，一年办得比一年好，尤其是今年的安保工
作，在同类赛事中数一数二。

一届赛事的成功，安保功不可没。王亮
告诉记者，他们及时通过天网、电视监控等设
备，掌握所在辖区、片区的交通流量，通过交
通广播电台来诱导机动车分流，使赛道内外
实现安全有序。第八届环鄱赛执行委员会副
秘书长、大赛总监李志强告诉记者，赛前他们
担心赛道上的窨井盖露出路面的部分可能造

成运动员摔跤。一夜之间，他们的担心就消
除了，因为上百个窨井盖上都铺了铁网，赛道
变得非常通畅。

赛后，此次参与安保的许多同志均表示，
沿路的群众太热烈了，到处都是热烈的加油
声和掌声。看到观众如此享受大赛，他们负
责安保累点苦点也值得。“赛道开放，对我们
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这一次放开，我们提
前做好各项预案，提前做好群众工作，因此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明年我们有信心做得更
好。”王亮这样表示道。

有专家表示，高新区的环鄱赛，从封闭到
开放，从小众到大众，回归的是人民体育的本
质，体现的是办赛政府更加开放的胸襟。确
实，环鄱赛发展，需要这样的胸襟。创新引
领，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我们乐见

这样开放的胸襟。
南昌市高新区，是我省首家国家级高新

技术开发区。如今，他们正朝着全省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龙头带动区、科技创新的示范引
领区、绿色崛起的样板先行区和全国一流的
生态科技新城的目标迈进。

环鄱赛的核心，是展现更高更快更强的
体育精神，这是高新区攻坚克难实现上述目
标需要的动力。环鄱赛传递的是绿色、健康、
低碳、环保的运动理念，与高新区“全国一流
生态科技新城”的定位异曲同工。环鄱赛要
为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书写一份满意答卷，
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这也与高新
区的发展目标充分一致。

胸襟更阔，安保更好，高新区必将从环鄱
赛上收获更多。

胸襟更阔 安保更好 观众更多

环鄱赛南昌高新站赢多方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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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1313日日，，参加第八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的选手们骑行在南昌市高新区的赛道上参加第八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的选手们骑行在南昌市高新区的赛道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