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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美丽的艾溪湖湿地公园，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生动画卷徐徐展开。“人的
乐园、鸟的天堂”里，一边是五彩缤纷的鲜
花，一边是水清柳绿的湿地，游客们三五成
群，或轻快地骑行在平整的绿道上，或惬意
地嬉戏于草地的帐篷里。这是一个宁静纯
粹的绿色空间，这更是一块喧嚣都市中难能
可贵的生态新城。

围绕着天然湖泊，高新区一方面致力湖
泊保护，一方面以“生态”为招商品牌，吸引
法国梅里亚、美国微软、德国贝塔斯曼、韩国
美法思，以及中航工业、中国航天科技、欧菲
光、晶能光电等一大批世界 500 强、央企和

国内外知名企业客商闻绿而来，让
“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

银山”。
“一江相临、三湖

相间”，这是南昌高
新区独特的生态
优势。为把生态
优势变为发展优
势，他们以“环
湖 一 条 路 、沿
湖 一 片 绿 、依
湖一片景”为目
标，先后精心打
造了艾溪湖湿地
公园和瑶湖郊野

森林公园，使这个
国家级高新区里有了

独具一格的百鹤园和天
鹅湖；更使这里通过举办全

省规模最大的荷兰郁金香花展，
引发全城关注。

以独具特色的生态建设为切入点，南昌
高新区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规划理念，
走出一条“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融合”
之路，成为国家生态工业园示范园，更捧回
了南昌市打造核心增长极全市第一名和“森
林城乡、花园南昌”先进县区一等奖。

在规划布局上，他们从空间形态入
手，以瑶湖为中心，高标准规划建设了航
空城、大学城、未来科技城、电子信息产业
园、生物医药创新园、国际软件园，以及生
态休闲区和生活配套功能区，形成了集中
连片的专业化产业园区和布局科学的城市
生态圈。

在基础设施上，他们 5 年完成 42 条市
政道路建设，总长约 73.2 公里；完成改造
道路长度约 16.2 公里。生物医药园路网、
航空城主干路网、麻丘路网提升、大学生
科技创新园、艾溪湖周边等区域路网建设
不断推进，并同步实施了水、电、气相关管
网建设。

在城市管理上，他们以精细化为手段，
不仅高标准建设了 101智慧大厦指挥中心，
而且推动城市建管实现数字化，智慧城管、
智慧管网、智慧照明、智慧环卫、无人机巡
航、执法终端等数字化系统全面运营。

与此同时，该区始终关注民生，持续投
入大量资金，解决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
问题，使全区的社会事业发展得到了全面提
升，老百姓真切地享受到了高新区经济快速
发展带来的红利。

2016 年全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
16456 元，比 2012 年增加 7756 元；逐步完善
优化“人等房”为“房等人”的拆迁安置格局，
5年竣工安置房面积 76万余平方米；实现了
民政救助对象医疗救助网上“一站式”结算，
18万余名原新农合参保人员全部纳入城乡
居民医保；总建筑面积 13万平方米，总投资
4亿元的南昌三中、二中、南师附小、南昌二
十八中均已正式招生，为辖区居民、企业提
供了约10000个优质学位……

一个产业、科技、城市和生态“四位一
体”融合发展的生态新城，正在江西绿色崛
起的宏伟蓝图上，绘出那光彩夺目的一笔。

奏响建设一流生态科技新城的最强音
南昌高新区

这里是全省工业的主战场。
全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里就
集聚发展了6个，主要经济指标位
居全省前列。

这里是全省创新的大舞台。
一大批像硅衬底LED技术这样享
誉世界的技术创新成果，从这里喷
涌而出。

这里还是时尚都市里的一片
绿肺。湖光城影、绿树沙滩，沿湖
一片绿，环湖一片景，恰似城市里
珍稀的世外桃源。

这里就是南昌高新区——一
个梦想着追求产业、科技、城市和
生态融合发展的国家级高新区。

今天，立足“高”“新”两大关键
字，在这片散发出强大实力、魅力
和潜力的热土上，全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龙头带动区建设如火如荼，全
省科技创新示范引领区打造蒸蒸
日上，全省绿色崛起先行区塑造雏
形已现，全国一流生态科技新城形
成指日可待。

这样的生机勃发，来源于怎样
的发展理念和发展信念？

南昌高新区负责人表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践行五
大发展理念，按照省委主要领导
在南昌高新区调研时提出的打造

‘三区一城’的目标，坚持以产业
为本、以创新为源、以项目为先，
不断追求产业、科技、城市和生态

‘四位一体’融合发展，在南昌唱响
了‘经济首位在高新、高端产业聚
高新、创新创业看高新、绿色崛起
数高新’的品牌。”

今年以来，南昌产业领域出现
了几件令自己扬眉吐气，令全国刮
目相看的大事，唱“主角”的都是南
昌高新区。

先是在多个中西部城市虎视
眈眈的智能手机领域，短短半年时
间，南昌高新区就引来了国内
ODM行业五强齐聚，以及一系列
相关配套企业的纷纷抢滩，迅速确
立了自己在全国移动终端产业上
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是在发达地区
也垂涎不已的航空制造领域，南昌
高新区用创纪录的施工进度，推动
着瑶湖机场的建设，从而在激烈的
竞争中，为进一步做大做强航空产
业抢占了先机。

这些前所未有的突破，并非
偶然。

从移动终端产业上看，经过
多年的默默耕耘，南昌高新区已
先后落户了欧菲光柔性触控感应
组建生产基地项目，深圳比亚迪
摄像头模组，华视光电 LCM 模
组，诺思 MEMS 项目等 30 余个关
键产业配套项目，投资总额约 330
亿元，使得一个由触摸屏、摄像头、指纹识
别、玻璃盖板、LCM显示模组、传感器、触控
芯片、手机闪光灯、耳机、受话器等主要零
配件生产企业组成的、相对完整的产业布
局基本形成，实现了 90%以上手机零配件的
本地配套。正是在强大产业链的吸引下，
全国手机整机生产行业排名前列的华勤通
讯、闻泰通讯、与德科技、龙旗科技、天珑移

动通讯鱼贯而入，努比亚、小辣椒等智能手
机纷纷抢滩。

从航空产业上看，除了作为龙头的洪都
航空，北航航空产业基地、冠一通航等 12个
通航产业项目也争相落地，使瑶湖航空城初
步形成了以大飞机制造研发为主要支撑，航
空航天科研和公共服务等配套为补充的航
空产业基地格局。

就是这样不断瞄准产业集群做大做强，
瞄准创新推广“重资本、轻资产”的招商模
式，瞄准平台建设、全力做好项目服务，南昌
高新区实现了招大引强的爆发式增长。五
年来，全区共引进项目 307 个，投资总额
1834.7亿元。其中，引进世界 500强 9家，央
企 10家，引爆了各大战略新兴产业向高端、
前端、尖端升级发展。

光电产业立足“南昌光谷”，正在创造一
个又一个产业之最。在晶能光电的基础上，
随着深圳兆驰、苏州新纳晶等行业翘楚的进
入，南昌高新区将形成年产 LED 外延片约
6500万片产能；在LED高端核心装备方面，
高新区已与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
司合作，共同致力于LED核心设备MOCVD
实现本地产业化。由此，全区形成了
核心材料、MOVCD 高端装备、
衬底材料、外延片、芯片制
造、中游封装和下游应用产
品等完整的光电产业链。

生物医药产业立
足创新升级，正打造
一个集研究开发、产
业孵化、生产贸易为
一体的生物医药创
新平台。目前，南昌
高新区已拥有 9 个国
家级创新平台和产业
基地，482 项专利，17
个新药证书，承担了一
批列入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科 技 重 大 专 项 等 科 技 攻 关 课
题。他们还投资 13 亿元建设生物医
药联合研究院，打造全方位的创新服务体
系，建成后将发展成为全省生物医药高端
人才、高端资源、高端技术的集聚地，技术
研发创新的高地。

有了产业的高歌猛进，五年来，全区主
要经济指标连年位居全市前列，且年均增速
基本实现“两位数”高增长。相比 2012 年，
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7.21%，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74.4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1.77%，财政总收入增长 62.66%，地方一般
预算收入增长 97.03%，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32.32%，实际利用内资增长 80.93%。此外，
园区主营业务收入在 2013年首次突破 1000
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千亿工业园区的基础
上，于2016年达到1911亿元，并在全国147
个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前进了 12位，继
续在全省工业园区领跑。

今年9月15日，在备受瞩目的江西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拉开帷幕之际，南昌高
新区也同步启动了 2017年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活动周。当天，他们就现场签约落户了京
东金融集团众创孵化器、省科学院材料表面
改性技术中试基地等 5个重点“双创”项目，
投资总额超亿元。

与此同时，随着南昌高新区产学研协同
创新示范基地的揭牌运营，以及青创投资基
金成立启动仪式、青年创业大讲堂、创业导
师签约会、全国部分名校科技项目推介会等
一系列重点活动的陆续开展，南昌高新区再
次成为全省“双创”的焦点。

在南昌高新区，创新创业已经深深地融
入了她的基因当中。

走进位于南昌高新区的南昌大学国家
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里继“硅衬
底高光效GaN基蓝色发光二极管”项目获得
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之后，又在黄光、绿光、
红光、下一代无荧光粉 LED 照明以及新型
MOCVD高端装备等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
突破。目前工程中心研发的黄光LED电光
转换效率达到 21.5%，远高于国外公开报道
或可查询到的最高水平（9.63%）。

走进位于南昌高新区创业梦想大街的
江西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总
能看到一群年轻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或在讨
论创业项目方案，或在进行项目设计，无一
不在为实现自己的“创业梦”努力奋斗。平
均年龄只有 22岁的点顶鼎产品设计团队就
是其中的佼佼者。在这里，他们不仅获得了
免费的办公场所和每月100元租金的创客公
寓，而且更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创客”，
互相之间经常性的交流甚至合作，使一个个
奇思妙想正在变成真正的创意产品。

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个创新创业的大舞
台，五年来，南昌高新区通过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使自己成为全省创新创业的
一块高地。

截至 2016 年底，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
160 家，是 2012 年底的两倍。除了“硅衬底
高光效氮化钾基蓝色发光二极管”一举填补
我省空白，获得2015年全国唯一技术发明一
等奖，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外，还先后有 5
个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在这里诞生。在

“双创”平台的打造上，他们持续投入约28亿
元，新增孵化器面积约 40万平方米，使全区
孵化器面积超50万平方米，并着力建设了南

昌国家大学科技城。由此，全区拥有26个国
家级创新平台和产业基地，3个国家级众创
空间。国家级大学生双创示范基地已入驻
团队225个，成为全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
学生双创示范基地之一。在此基础上，南昌
高新区国家级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获批，是
全省唯一入选的国家级高新区。

强大的“双创”力量，汇聚成了累累硕
果。2016年，南昌高新区入选省重大研发专
项的项目数占全省近一半。全区专利受理
量突破 2000 件，在全省遥遥领先。与此同

时，随着一大批高端人才涌入南昌高新区，
全区已拥有院士17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17名，“赣鄱英才555工程”入选者23名，“洪
城计划”入选者61名。特别是随着南昌高新
区先后获得国家级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家海外高层
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欧美同学会·中国留
学人员联谊会留学报国江西南昌基地等一
系列“国字号”金字招牌后，这里的人才总量
更是突破了 9万余人，成为全省高层次人才
的重要集聚区。

五年来 这里创新创业收获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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