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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改革越有深度，发
展越有速度。如何打好改革“组合
拳”，激发园区新活力？宜春经开
区给出了“路线图”。按照“一年大
提升、两年上台阶、三年站前列”阶
段目标，加快构建“4+2+N”现代产
业体系，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机
制要活力，深入实施“一区多园”融
合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经开区与宜
阳新区联动发展、实体经济与数字
经济融合发展、工业产业与现代服
务业互促发展，全力提升园区综合
实力和发展质量。

为破除行政化运作模式,打造
全新组织架构,实现高效运作模式,
该区聚焦职能定位及主攻方向，深
入推进了内设机构改革和绩效制
度改革，并同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
改革，推行管委会机关中层以下干
部全员聘任制、竞争上岗制、绩效
工资制，不断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
极性。特别是去年以来，快速设立

“金巢、金都、金湖”三个产业组团
服务办，实行园区扁平化管理，负

责所辖组团的产业发展规划，以及
招商安商服务、项目建设、收集办
理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等工作，打
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

去年以来，该区围绕企业开办
环节，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将涉及企业注册、印章刻制、申
领发票、银行开户等办事流程，整
合集中在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
办结，实行“上一网、进一窗、找一
人、办一次”，将企业开办时间压减
至 0.5个工作日。“企业开办真是太
方便了，不仅审批发证快，还免费
刻制公章，营商环境真的好。”日
前，江西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张越英在领取了公司的
营业执照和印章时说。

为全面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
圈，该区坚持“创新兴区、人才强
区”发展战略，以科技为支撑，以
创新为动力，以项目为载体，以富
企为目的，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在人
才引进、科创平台建设等多方面

发力。去年 12 月 28 日，中国宜春
高新材料研究院正式揭牌，并先
后引进了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 5
个、江西省“双千计划”等省级以
上重大人才 40 多名、热物理电化
学专业的硕士博士高学位人才 24
名；先后成立 8 支产业引导基金，
引进农商银行、建设银行、九江银
行等金融机构，并与盈科资本、红
杉资本等头部机构深度合作，着
力打造“科技+资本+平台”产业
发展新模式。

目前，该区已培育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89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15
家、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5家、省
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6 家，组建省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11家、省优势科技
创新团队 2 家、省级科技协同创新
体 7家、国家级众创空间 2家、省级
众创空间 3 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 2 家、省知识产权（专利）孵化中
心 2 家、省级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2
个，园区发展动力不断增强。

（刘名东侯爵）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
是谋未来。在宜春经开区各个重
点项目建设现场，机器轰鸣，车来
人往，一派热火朝天的奋战景象，
彰显了园区建设者积极推进重点
项目“加速跑”的决心和信心。

宜春经开区始终坚持项目为
王、企业为上，将招商引资工作列
为重中之重，精准谋划重大项目，
旗帜鲜明地把锂电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作为首位产业，坚定不移扶优
扶强，坚定不移招大引强，加速实
现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既引进“顶天立地”的头部企
业，带动产业链升级换代，又引进

“铺天盖地”的补链项目，促进产业
链更优更壮。今年年初，该区修订
完善了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方案，在
金湖、金都、金巢三个产业组团服
务办的基础上成立了 20 个单位招
商队，并对照“四图五清单”开展精
准招商，密集外出招商135次，洽谈
项目 280 余个。如今，园区已成为

投资兴业的热土。尤其是锂电行
业头部企业纷至沓来，先后收获了
投资百亿元以上的国轩高科动力
电池项目、投资50亿元的联创光电
超导材料项目、投资25亿元的合肥
力翔电池结构件项目和投资 22 亿
元的赣锋锂业金属锂项目等一批
高质量项目。7 月 30 日,宁德时代
100GWh 新型锂电池全产业链生
产制造基地项目与江西省政府、宜
春市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为打造“亚洲锂都”装上了最
为强劲的发动机。

引得进，还要留得住。该区以
“拼”的意识、“抢”的状态、“实”的作
风，出实招、硬招、新招，强化项目全
要素保障，着力解决好项目推进中
遇到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全力推进
项目早动工、早投产、早见效。“一项
目一专班”，从项目立项备案、规划
许可、施工许可到进场施工提前介
入，线上线下提供咨询服务，加速推
进项目开工建设工作进程。

“国轩高科动力电池项目作为
宜春经开区重大新能源（锂电）产
业项目，一期 15Gwh于今年 5月 22
日正式开工，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
建成投产。”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宜
春经开区实施全方位、主动跟踪服
务，绘制项目落地“流程图”，紧盯
项目建设“推进图”，成立了国轩高
科锂电新能源项目服务领导小组，
建立了项目推进工作周例会制度，
形成了“问题清单—责任清单—落
实清单”的闭环管理，实行了“一周
一调度，一月一督查，一季一小结”
的工作机制，确保项目建设各个环
节衔接有序、推进有力。

随着国轩高科快速开工建设，
宁德时代落户，合众汽车、明冠新
材等一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清
陶、嘉吉、瑞思博等一批重大项目
正式投产，宇泽半导体、兴发铝业
等近 20 家企业增资 150 多亿元扩
产扩建，园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产业发展优势日益凸显。

招大引强捷报频传 项目建设快马加鞭

奋战经济主战场 争当工业排头兵
宜春经开区奋力开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局面

作为中心城区经济主战场、工业主阵地，宜春经开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力抢抓“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机遇，紧紧把握新能源产业重要“窗口期”，以产业基
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重要节点，全面深化改革，坚持
创新驱动，狠抓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动产业发展提档升级。

主导产业拉动明显，招大引强成效亮眼，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增资扩产不断加大，内生动力逐步增强
……如今，这些喜人的变化已在宜春经开区日益凸显。今年上半年，该区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5.8%，利润总额增长254.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9.7%，三项指标增幅列全市第一；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9.4%，财政总收入增长18.5%，外贸出口增长3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0.25%。

宜春经
济开发区远
东福斯特新
能源有限公
司员工在动
力电池自动
化生产线上
工作

改革创新激发活力 产业发展动能强劲
近日，江西省促进开发区

改 革 和 创 新 发 展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发 布 了 全 省 开 发 区 2021
年 上 半 年 争 先 创 优 综 合 考 评
有关情况，井冈山经开区综合
考评成绩列全省开发区 A 级，
其中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开
放 水 平 和 营 商 环 境 四 个 单 项
列全省 A 类。

产业发展加快集聚。今年以
来，井冈山经开区深耕产业链链
长制，实施延链补链战略，推进产
业加快培育发展。上半年，全区
电子信息产业完成收入 222 亿
元，同比增长 39.6%，对全区收入
增长拉动作用不断凸显，生物医
药、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
三大产业分别增长 26.7%、34.8%
和48.4%。

围绕产业招大引强。今年以
来，井冈山经开区聚焦产业链和
供应链招引，共招引亿元以上项
目 35 个，总投资 283.5 亿元。其
中，50亿元以上项目3个，20亿元
以上项目 2 个。今年以来，连续

引进固达机械、智能装备制造产
业园两个 50亿元项目，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

科技创新引领发展。今年以
来，井冈山经开区加快推进高层
次人才产业项目集聚，设立高层
次人才产业园，与中国工程院王
耀南院士团队等 10 个人才项目
签约，着力打造吉安创新发展新
高地。截至目前，方舟流体等 3
家企业上榜 2020年度瞪羚企业，
螃蟹王国获批省级“双创”示范
基地，该区获评全省首批 5G 产
业基地。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近年
来，井冈山经开区着力营造高效
的 投 资 环 境 和 完 善 的 产 业 环
境。在项目审批上不断做减法，
实行“领导领衔领办、全程全科
代办”制度改革，为企业提供一
站式和保姆式帮办。上半年，累
计为企业减免税金 5.8 亿元。该
区获批全省第一届十佳优化营
商环境园区。

（王婕 曾文杰）

井冈山经开区获评
省争先创优综合考评A级园区

今年 8 月，工信部旗下赛迪
顾问园区经济研究中心发布2021
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榜，南昌高
新区在全国 387家国家级开发区
中进入前 50 强，位列第 48 位，这
也是南昌高新区首次挺进该榜单
的前 50 强。日前，记者实地走
访，探寻南昌高新区挺进“百强”
的密钥。

产业跃升来源于强劲的生命力

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区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
13.5%，两年平均增长 7.4%，分别
高于省、市平均增幅 0.6 和 0.8 个
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同比增长44.0%，高于去年同期
增速35.5个百分点。园区工业营
业收入实现 1816.5 亿元，同比增
长 43.01%，总量继续保持全省开
发区第一位。

一串可喜的数据是反映产
业良性的发展态势。祥喆精密
公司是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链
上的重要一环，承接着上游和
下游配套产业的重要环节，在
上游，祥喆可以可以采购上游
企业的零配件，带动上游企业
产能提升；在下游，祥喆将为下
游提供相应的配套产品，成为
下游企业的供货商。

“一个良性的产业循环激活
率高新区电子信息产业生命力，
园区内的企业可以实现区内配
套，降低了生产成本，提升了产
能，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南昌高新区经发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高新区产业链式发展优
势不仅在于此，良性的产业链，
能够实现经济内循环发展，一
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了抗风险能
力，“这就是高新区产业跃升带来
的强劲生命力。”

科技创新成发展重要动力源

在南昌高新区，科技创新已
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高

新区正花大力气推进科技创新发
展，布局“一带、一岛、一园、三城、
多点、千企”的创新格局。

中科院南昌创新研究院、北
大南昌创新研究院、信通院江西
研究院等研发机构正抓紧推进建
设，这是高新区引进的重大重点
院所项目。

据悉，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
区共有27 项成果获得 2020 年度
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南
昌硅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的

“硅基氮化镓绿光 LED 材料芯
片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6 项成果
获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占
全省 40％。1-5 月份，全区专利
授权量 1678 件，万人有效发明
专利拥有量达到 62.95 件，位居
全省前列。

帮企业留住人才

今年上半年，南昌高新区签
约项目 47 个，签约总额 417.75 亿
元，其中包括总投资 50亿元的华
彬航空南方基地总部项目、总投
资 50亿元的志博信高多层 5G通
讯电路板制造基地项目、总投资
50 亿元的美晨年产 3000 万台手
机项目。目前在谈亿元以上项目
106个，世界500强项目8个。

优越的营商环境为产业提供
发展的沃土，该区每年建设标准
厂房、研发用房和员工住房，让企
业和人才“拎包进驻”；在全省率
先实施新开办企业设立登记“零
成本”“三小时”办结制，持续优化
政务服务；加强政策兑现力度，
2020 年，兑现各类专项补助资金
22.93亿元。

该区还在每个专业园区均配
套建设了产业综合服务邻里中
心，打造了集标准厂房、办公研
发、员工公寓、餐饮购物、文体娱
乐于一体的“现代产业服务综合
体”，让职工安心、舒心、开心，让
企业留住人才、赢得未来。

（据人民网）

探寻南昌高新区全国50强“密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