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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攻产业 创新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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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县在发展中一路高歌猛进，2017年，南昌县县域经济百强排名跃居第30位，
率先进入全国百强第一方阵，同时，跻身全国文明县城行列。财政总收入、地方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分别完成117.2亿元和63.8亿元，各项指标总量稳居全省县市第一。

该县主动比照中部、放眼全国比拼，科学谋划绿色发展的路子。在战略上，“抓

大放小”，把南昌县放到全国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去考量，确立了“拼争四个率先、建设
五个昌南”的“十三五”发展目标。在战术上，“远谋近攻”，去年提出“强攻四个千亿、
决战两个率先”的年度任务，今年又部署实施“三年决胜行动”，环环相扣、分步实施，
引领和推动发展向更高、更快、更强冲刺。

产业：招大引强促发展

南昌县已连续 10 年跻身全
国百强县，连续 9 年实现进位赶
超，经济总量连续多年全省第一。

2015 年，小蓝经开区主营业
务收入、工业总产值双双突破
1000 亿元，成为江西省首家单个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的园
区。2017 年工业总产值、主营业
务收入分别完成 1282.5 亿元和
1136 亿元，稳居全省国家级开发
区第一方阵。

园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最初
的“捡到篮子都是菜”，到在全省
率先出台“专家评审机制”，在源
头上把控发展质量，项目淘汰率
近 65%。如今依托现有龙头企业
集群发展、完善产业链，新兴产业
招大引强。

近年来，面对经济发展新常
态，南昌县积极创新创业，优化人
才政策，成立创投基金，培育经济
成长点。目前，小蓝开发区已引进
设计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新材料、
新能源等6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引
进各类博士以上学历人才58人。

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南昌县率先设立全省第一支集成
电路及芯片产业基金——南芯基
金，基金规模 30 亿元。设立创东
方基金，基金规模 2 亿元。2002
年成立的小蓝经开区，经过十年

的发展，初步形成了汽车汽配、食
品产业、医药及医疗器械、轻纺服
装等四大产业。2015 年 6 月，小
蓝创新创业基地成立，现已引入
企业60多家。

4 月 3 日，南昌县(小蓝经开
区)新引进的济民可信生物医药
产业园等 33 个重大重点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达 281.5 亿元。
2018 年，该县用实际行动掀起了

“强攻产业、决战工业”的热潮。
产业强则县区强，产业兴则

县区兴。近年来，南昌县紧盯项
目引进、落户、开工三个节点，全
力以赴强攻产业、决战工业。以
大招商促进大开放。每周召开一
次县区招商调度会，每两个月举
办一次大型招商推介会，2017 年
全年共引进项目 107 个、总投资

910 亿元，其中投资 20 亿元以上
项目19个、50亿元以上项目4个。

以大项目带动大发展。每月
召开一次项目推进调度会，每季
度举办一次项目集中开工投产仪
式，去年全年共开工投产项目 68
个、总投资550亿元。

2017年，该县引进项目体量、
开工项目数量、征收房屋总量均
创历年新高，为经济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这一年，该县财政总
收入、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
别完成 117.2亿元和 63.8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12.2%和 16.6%；地区
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
资预计分别完成 730 亿元、888.8
亿元和484.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5%、12.5%和 14.6%。这五项指
标总量稳居全省县市第一。

开放：构建双创新高地

如今南昌县借助两大转变，
一是从主要依赖资源消耗向依靠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转变，二是从
主要依靠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到提
升服务企业能力的转变，寻求经

济转型升级突破口，打造创新、
创业新高地。

小蓝经开区也因此成为县域
经济改革发展的核心区。改革管
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
开；改革人事制度，促进人才流
动；改革薪酬分配，建立健全科学
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大刀阔
斧的改革，让小蓝经开区释放出
新的活力。

“以前办理企业投资项目备
案，至少需要跑两趟，少则一周，
多的时候长达半个月。”不久前，
南昌星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了南昌县某酒店的地面停车场
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公司负责人
李亚俊在前往北京出差途中，通
过在线审批系统网上提交了相关
材料，当天就在网上得到了备案
批复。政府服务如此便捷高效，
令李亚俊格外惊喜。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以李亚
俊为代表的企业家们的惊喜，其
实暴露的是以往他们对政府部门
服务的不满。而这些不满正是发
展的症结所在。于是，南昌县以
问题为导向倒逼改革，不断厚植
发展优势。

他们主动改革行政审批制
度，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成立
全省首个县区行政审批局，平均
办理时限压缩 30%以上，实现“大
厅之外无审批”。

他们大力破解城市管理难
题，创新“路长制”管理，变“县官”
为“现管”；推行市场化运作，变

“养人”为“养事”；开展常态化整
治，变“治标”为“治本”，构建起城
市扁平化管理新模式。

他们坚决消除治安防控“盲
点”，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
展“零点巡查”行动，守护一方平

安，去年下半年在全省公众安全
感测评中前移26位。

近年来，南昌县通过开创“校
企合作”模式，依托高校资源，创
建了泰豪点石创客、瑞华众创空
间等创业平台。为引入高层次人
才建立个人健康信息档案，提供
专业医疗团队服务，解决其后顾
之忧。建设院士工作站 5 家，助
推产业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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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商务厅的具体指导
下，在南昌海关、江西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下，在南昌市投资促进局的积极
推动下，南昌县委县政府主动对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大力拓展南昌向塘铁
路口岸功能、打造国际物流新通道，积极
开行赣欧班列。

南昌县地处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
交通区位。该县向塘镇是我省最大的建
制镇，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发达，境内有
十二大编组站之一的向西货运编组站，
京九、沪昆、皖赣和向莆等干线铁路交会
境内，105、316、320国道穿境而过，沪昆、
赣粤、福银、昌宁等高速公路可快速连
接，江西南部地区 70%的货物必须经过

向塘进入省会南昌，并通过向
塘发往全国各地，是南

昌乃至江西重要的
物流节点和货物集
散地，优越的区
位和交通为向塘
的物流产业发
展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优势。

2016年下半
年，向塘物流园

被列为全国63个交
通运输与物流融合发

展推进项目，得到了国家
层面的大力支持；2017 年 3 月，

被省商务厅认定为江西省物流中心；2017 年上半
年，国家铁总将向塘物流基地列为国家一级铁路物
流基地，按国家一级物流基地标准规划建设向塘物
流基地和铁路口岸。目前，向塘物流园园区内拥有
企业 130 余家，其中物流企业 20 余家，园区内各类
仓储面积达25万平方米，占全南昌市标准仓储总面
积的 51%。已有招商局物流、平安物流、赣电物流、
海螺水泥、广宥鞋业、屏荣食品等一批国内国际知
名品牌入驻，初步形成了以商贸物流为主，服装鞋
帽、建筑建材为辅的“一主两辅”物流产业格局。

4月20日11时08分，南昌至莫斯科中欧班列在
南昌向塘铁路口岸横岗933专用线成功首发。这趟
班列装载着41个40英尺集装箱货值约1000万元人
民币的服装、鞋帽、电子元器件等商品，经二连浩特
出境，途经蒙古进入俄罗斯，全程约 10000 公里，仅
需15天就抵达莫斯科沃尔西诺车站。

该班列由江西中远海运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作
为平台公司，中铁集装箱公司提供班列全程物流服
务，江西国储物流有限公司、中铁特货南昌分公司
等各方通力协作，确保了中欧班列如期顺利开行。
5 月中旬开始，班列将常态化开行，提供周班服务，
相比传统海运模式，全程时间节省约 25 天左右；相
比公路直拖出境口岸出口，全程成本节省近 40%。
这必将促进江西与俄罗斯经贸合作升级，有利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
南昌至莫斯科班列是南昌致力于连接“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条国际
直达班列。据统计，自 2017 年至今，南昌向塘铁路
口岸已形成铁海联运出口线路4条、国际直达班列3
条 的 出 口 通 道 格 局 ，已 累 计 完 成 出 口 重 箱
11000TEU。后续，南昌向塘口岸将进一步加大全
程冷链、商品车运输通道的拓展。出口通道的不断
丰富和优化，为进一步夯实南昌“开放型经济新高
地”起到了积极作用。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迈步新征程，扬帆新
时代。南昌县正在踏上新征程，精心书写新时代的
发展新答卷。 （龚娟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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