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326号邮编：330038电话总机：86849114 自律热线：86847458广告部：86849125广告经营许可证：3600004000008 发行中心：86849176总编办：86849545出版部：86849226经济部：86849086零售：每对开张0.70元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国外代号：D898
政教部：86849270理论评论部：86847291都市新刊：86849999副刊部：86849116文体部：86849195记者通联部：86849289 86849045 86849395（传真）摄影部：86849056新媒体部：86849474夜班编辑室：86849790声明:本报记者稿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投稿 文字 jxribao@vip.sina.com
邮箱 图片 jxrbsyb@vip.sina.com

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南昌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高新区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以大开放推动产业大发展

这里，手机产业异军突起。她不仅迅

速汇聚了国内ODM领域前五强，而且产

能3年就将跨越2亿台，成为全球最重要

的移动终端产业基地之一。

这里，LED 产业强手云集。她拥

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核心技术、核心装

备、核心材料，更成为全国唯一具有

LED 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的工

业园。

这里，航空产业如火如荼。

她吸引了一大批制造、研发和服

务企业抢滩，加速了瑶湖机场

的建设，即将支撑起国产大飞

机C919的展翅高飞。

这里为什么能上演这

样一次次令全国关注的产

业飞跃？

走进这个创造传奇

的 地 方 —— 南 昌 高 新

区，在绿水青山和鸟语

花香间感受人与自然

的和谐发展，在栋栋

厂房和建设工地里

体会高新速度，在

服务窗口和招商

团队品味别样热

情，人们会发现：

激发这一次次

飞跃的，就是

这 里 别 具 一

格的发展理

念、坚定如

一的发展

信心和敢

闯 敢 试

的发展

举措。

敢抢产业制高点——

咬定青山不放松

航空产业是工业皇
冠上那颗最闪亮的明珠。

为摘下这颗明珠，南
昌高新区抢抓国产大飞机

C919 研制机遇，大手笔总投
资300亿元，规划建设了25平

方公里的南昌航空工业城,形
成了以大飞机制造研发为主要

支撑、整机和发动机等核心零部
件为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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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心想
攀登产业制高点的他们，面对国产大

飞机，展现出了巨大的爆发力。在备
受关注的瑶湖机场建设中，工程最紧

张的时刻，竟有 700多辆大型运输车昼
夜不停，往返穿梭，以每天4500余车次，
创造出在南昌大型工程建设史上前无古

人的 8 万立方米砂石运输量。它是南昌
全市平时日均用砂量的2.4倍，相当于用一

天时间就在一个相当于足球场大小的地
方，用砂石堆砌成一个 11 米高巨型长方体。

如今，随着瑶湖机场按时竣工验收，南昌高新
区进一步引进落户了华夏九州通航、北航航
空产业基地、鸿鹄通航、冠一通航、中发天信

发动机等15个通航产业项目。日益强大的产业
基础，更为南昌高新区赢得了国家适航审定中心

在区内的设立。
咬定青山不放松。近年来，正是靠着这样的

坚韧不拔，南昌高新区在产业发展上攻城拔寨，赢
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强力突破。

LED产业“闪耀世界”。聚集了全省技术最强的
LED产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国家级硅基LED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了全球第三家、国内唯一一家

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LED企业——晶能光电；引进了半
导体设备MOCVD制造领域的独角兽——中微半导体，

以及深圳兆驰、卓翼科技和央企中国电子信息集团旗下
彩虹集团等芯片行业翘楚，芯片产量达全国的1/3。

移动终端产业“纷至沓来”。仅2017年，就成功引进了
国内前五名移动智能终端ODM企业以及央企振华公司、品

牌手机中兴通讯旗下的努比亚和小辣椒等 8 家整机生产厂
商，大有在全国“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态势。

与此同时，在新材料产业上，江铜拥有当今世界超薄型电
解铜箔最新生产技术，百利刀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专业研发制
造印刷电路板专业之金属切削刀具制造商，千亿产业集群目标

触手可及；在生物医药产业上，拥有科技部授予的“国家级医药国
际创新园”和“中成药创新型产业集群示范基地”，集中了全省最优

质的医药科研资源。
有了多方面的突破，南昌高新区不仅形成了光电、新材料、生物

医药、航空、移动智能终端等主导产业，而且，这些产业在国内外日益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产业中高端发展态势显现。随着这些产业不断攀
登制高点，2017年，南昌高新区主营业务收入在全省开发区中率先突
破 2000亿元大关，实现“四年翻番”，达 2141.5 亿元，同比增长 11%，占

全省 9大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总和的近 40%，规模位列全省各开发区
第一。而根据科技部的最新统计，2017年南昌高新区在全国 157家国家

级高新区中，综合排位也进一步跻身 40强，比 2016年全国排名前进 9位，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敢用绝招邀客来——形成集群亮特色

产业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但在规
律之中，主观能动性也是关键因素。

近年来，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各
方面制造成本的上升，移动智能终
端产业中的 ODM 生产企业，呈现
出向中西部地区不断外流的趋
势。特别是这一、二年内，最后剩
下的几家国内移动智能终端龙头
生产企业也有了向内陆转移的意
向。于是，面对移动智能终端制造
这样一个极具前景的热门产业不
断转移的机遇，中西部很多城市都
热烈地发出了邀请。

尽管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但去
年以来，包括国内前五名移动智能
终端 ODM 企业以及央企振华公
司、品牌手机中兴通讯旗下的努比
亚和小辣椒等 8 家整机生产厂商，
纷纷不约而同地把“绣球”抛向了
南昌高新区。

一时间，这里成了全国移动智
能终端产业瞩目的焦点。南昌高新
区为什么能赢得这些企业的青睐？

从客观条件上来看，这里有着
雄厚的电子信息产业基础，至今已
形成了以欧菲光、联创电子、联思
触控、正星光电等为代表的触摸屏
产业集群；以菱光科技的液态镜
头、联创电子的摄像模组和触摸
屏、中兴通讯的主板贴片、联创宏
声的受话器和耳机等为基础的手
机零配件产业链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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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网
络，能实现了 90%以上手机零配件
的本地配套。这无疑是南昌高新
区的独特优势。

从主观条件来看，这得益于南
昌高新区在招商引资中能动性和
创造性。近年来，面对移动智能终
端产业在国内二次布局已基本成
型，机遇再难复制的新形势，他们
不仅敏锐地发现了当中的机遇，而
且在面对机遇时，他们又准确地找

到了手机ODM企业对现金流需求
比较大和生产周期短的特点，一方
面通过与江西银行组建的产业引
导基金，解决了企业短期资金的问
题；另一方面，通过高投集团代建
的标准厂房，满足了手机 ODM 企
业需要马上投产的要求，使得南昌
高新区在承接移动智能终端产业
时竞争优势凸显。

有方向、有举措、有目标，南昌
高新区招商引资的这一系列“绝
招”，让他们在一个个主导产业中，
都能稳稳地抓住各自领域的关键
龙头企业，并以一只只“牛鼻子”牵
出一系列环环相扣的链式配套，从
而确保每个环节都保证有2至3家
或以上的优秀配套企业。与此同
时，定制强链补链政策，组建产业
发展联盟，鼓励区内企业间协作配
套。对区内企业在区内采购生产
配套，按采购金额分别给予采购方
和供货方 1%金额补贴，单个企业
补贴总额最高可达 500 万元，与多

个企业配套的还可分别享受补贴。
由此，在一个个成本洼地、政

策高地和配套基地里，南昌高新区
有5个主导产业都已形成基本完整
的产业链条和强大的产业集群。

目前，除了移动智能终端产业
落户企业50余家，产业链集聚度达
90%之外，LED 产业已形成核心材
料、MOCV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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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产业链，
企业数量已激增至70余家。此外，
生物医药产业已形成医药产品、医
疗器械、医疗保健品、生物制品等
多细分产业，涵盖从研发、制造到
配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航空产业
也初步形成了以大飞机制造研发
为主要支撑、整机和发动机等核心
零部件为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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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也基本拥有
了铜、钨、铝资源深加工三条完整
产业链。

敢以真情换青睐——服务至上树口碑

当人们不断为南昌高新区敏
锐的发展眼光和独到的招商举措
而感叹的时候，总会引发一种思考
——是什么力量激发了这里的一
系列变化？走进南昌高新区，管委
会负责人把答案归结为独具特色
的人事制度改革。

2014年，为把全区干部的工作
重点真正“聚焦”到产业发展上来，
南昌高新区敢为人先，在全省率先
大胆打破“铁饭碗”制度，通过“身
份封存、全员聘用、岗位管理、绩效
考核”的管理模式，实施了“干部能
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待遇能高
能低”的全新管理制度。

通过优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大胆启用“能干事、会干事”的干部；
通过打破编制身份限制，对管委会
机关部门副职及以下干部实行公开
竞聘。这一系列举措，将能干事、有
实绩的人员切实提拔到了相应的领
导岗位，三年来共有60余名同志通
过公开竞聘获得岗位晋升，其中无
编的聘用人员占 70%。与此同时，
用好绩效考核这根指挥棒，营造主
动服务产业的主流风气。他们出台
了绩效考核办法，突出“作为决定地
位、贡献决定报酬”；他们强化问责
处理机制，倒逼广大干部实干有为；
他们更拿出了《关于管委会机关不
胜任现岗位人员的认定标准和处
理办法暂行规定》，对为官不为、慵
懒散虚、在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
中服务企业不力等不担当、不作为
的人员，实行问责处理。近3年来，
全区有7名正科级及以下干部被降

级，4 名科级岗位干部被免职，4 名
副科级岗位干部被诫勉谈话，7 名
科级干部受党纪政纪处分，2 名工
作人员待岗处理，2 名劳务派遣人
员被退回。

这一系列的人事管理制度改
革，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使南昌高新区产业发展环
境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由此，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一支在全省率先通过社会公开招
聘的方式，由18名专职人员组成的
专业招商队伍应运而生。立足于
专业化招商，南昌高新区按照专人
对接、集体研究、规范操作的思路，
建立了“招商小组专业谈判——开
放办科学评审——开放型会议快
速决策——项目服务组全程服务”
的决策机制。借助这套科学的机
制，一大批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
真正好项目被引了进来，使南昌高
新区开启了招商工作的新局面
——不仅招商，更识商、选商，同时
提供专业化的招商服务。2018年1
月就引进签约项目36个，签约总额
达408亿元，且项目关联度高、配套
性强、集聚性好。

由此，在营商环境的打造上，
一种创新性的“全民化”向心式服
务被推了出来。所有工作围绕产
业发展而推进，所有干部以服务产
业发展为工作的第一宗旨。项目
引进来后，就对项目实行全程跟进
服务，做到“一个项目、一名领导、
一个责任人、一套工作班子、一个
实施方案、一支好的施工队伍”；项

目建设阶段，专人跟
踪，随时解决问题，对
重大重点项目建设开
通绿色通道；项目投
产后，由专业企业服
务 部 门 负 责 政 策 兑
现、投后管理，建立每
个 企 业 的 档 案 大 数
据，确保风险提前预
警。这种全员的、全
覆盖的、无私的、贴心
的服务，与浙江台州
推出的“妈妈式”服务
可谓异曲同工。

由此，在产城融合的塑造上，
一种“以城聚产、以产兴城、产城融
合、相得益彰”的发展理念，有效地
解决了工业园区的“产业孤岛”问
题。他们坚持环境美化，充分利用

“一江相邻、三湖相间”的独特生态
优势，精心建设了艾溪湖湿地公园
和瑶湖郊野森林公园，实施推进瑶
湖、艾溪湖、南塘湖“三湖”水生态
综合治理工程，实现了“沿湖一片
绿，环湖一片景”，打造了一流的生
态环境；另一方面引进了南昌三
中、二十八中、南大一附医院等名
校名医院，科学布局和建设商业
街、地铁公交站点、停车场等功能
配套，切实帮助企业解决生活生产
半小时服务半径问题，增强企业落
户意愿。

与此同时，通过优化政务服
务，合理优化项目审批流程，并针
对区内出口企业多、资金需求量大
的现状，指定若干家合作银行采取

封闭式贷款模式作为退税周转金，
专门用于企业出口退税期间上缴
税收的周转，企业办理退税周期由
过去的 3 个月压缩至目前的 7 天，
有效缓解生产性出口企业资金压
力，防止和化解资金链断裂风险。

不断优化的发展环境，使南昌
高新区“产业规模不断扩容、产业
链条不断完善、产业层次不断提
升”。2017 年，全区引进亿元以上
新签约项目 110 个，投资总额超过
1200亿元，增长 84%。其中工业项
目 80 个，百亿元项目 4 个，50 亿元
以上项目8个，10亿元以上项目31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营业收
入约占园区主营业务收入的78%。

这一个个不断跃升的数据，让
执着不懈的“高新梦”变得触手可
及。“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沧海”。如今，南昌高新区正朝着
建设现代化的生态科技新城阔步
前进，并必将成为闪耀在中国大地
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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