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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巡礼

!

宜春丰城高新区
创新驱动跑出发展!加速度"
" 蔡学贤 本报记者 叶伟

今年以来!宜春丰城高新区以"创新引领发展!

为重点$ 以创新招商机制为动力! 精准对接招商项

企业 4!6 次!走访企业 22 家!收集 6: 家企业共 64

夯实安全环保!主攻重大项目!决战千亿园区#为目

目!从签约到落地$建设$运营无缝对接!实现园区经

项技术需求!其中 < 项需求已匹配对接!对接高校 1

标!着力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发

济高质量发展

展$安全环保等方面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发
展成效%

今年以来!宜春丰城高新区坚持项目是纲!项目

生命健康产业重点发展生物制造$生物食品$生

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可以进一步增强群众和

区共新签约项目 !1 个! 签约资金达 827!1 亿 元 !
!962 年签约拟开工项目 6: 个!项目总投资额 8!79!

宜春丰城高新区还注重依托园区产业龙头企业

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服务等重点领域!形成企业

建设创新平台!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强园区经济

集聚发展% 以淀粉功能糖为基础!江西恒顶食品建成

企业获得感!提升区域竞争力% !96" 年!宜春丰城高
新区有序开展"降成本$优环境+活动!坚持落实 29

亿元!!962 年在建项目 6! 个! 项目总投资额 :9798

发展内生动力% 佛吉亚好帮手申报的江西省智能互

的大米蛋白肽生产线!以低值副产物米渣为原料!成

项政策和 !9 条补充政弟"大礼包+!以台账式$项目

亿元% !962 年计划新投产项目 66 个!项目总投资额
6"7: 亿元!引进项目数和投资总量创历史新高% 一个

联车载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恒顶食品申报的江

为国内首家食品级大米蛋白肽专业生产企业& 天玉

化和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决策部署! 协助解决企业

西省稻谷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获批! 春光

油脂研发的"植物油酸+"硬脂酸+等产品!通过江西

在税费减免$用工$用能$用地等问题!积极推动"财

个大项目的进驻$一笔笔大投资的到位推动!壮大了

包装$佛吉亚好帮手省级企业中心正在申报中% 今年

省"重点新产品鉴定!产品工艺国际领先&中澳食品

园信贷通 ;!!96" 年! 园区已 协 助 :! 家 企 业 放 贷
!+98" 亿元$减轻企业负担 4+12 亿元%

为王的发展理念!招商引资成果丰硕,截至目前!园

数据显示!今年 /0" 月!宜春丰城高新区预计完
成主营业务收入 !11 亿元!同比增长 /23!45&利润
总额 !671 亿元!同比增长 89+"25''步入在这片散
发出强大实力$魅力和潜力的热土上!处处洋溢着蓬
勃生机和创新发展活力!跑出发展(加速度#%
今年是改革开放 :9 年! 也是国家高新区建设

89 周年% 步入新时代!宜春丰城高新区以满腔的热

规模经济块头!增强了园区发展后劲%

情$开放的姿态!在招商引资$科技创新$平台载体搭
建$环境优化等方面精准发力!奋力书写创新发展新

所! 有效解决不发达的中部地区存在的科技资源难
聚集$企业需求难挖掘$供需对接不匹配$创新要素

科技创新催生发展新动能

难协同等问题%

下半年! 恒顶食品拟申报国家和地方联合工程研究

公司的母乳化婴儿用粉末油脂产品填补国内空白!

中心!和美拟申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好帮手$和美$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篇章%

三大主导产业是发展强引擎

科技创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永恒主题% 宜春

获批国家高新区
按下发展快进键

丰城高新区乐于创新!敢于突破!以科技创新为出发

兼并重组$直接融资$品牌扩张等多种途径!扩大生

等领域!聚集了一批优秀企业% 广东唯美$东鹏$宏瑞

产规模!在申报立项$落实资金$安排用地指标等方

新材料和上海斯米克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抢滩入

面开辟绿色通道!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营商环境% 比

驻& 景新漆业与美国陶氏化学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

如!大力支持华伍股份$唯美陶瓷$东鹏陶瓷等企业

产业!是园区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系! 成为江西省惟一的全面使用全球标准化原料的

增资扩股! 鼓励好帮手电子公司与世界 199 强企业

动力之源% 宜春丰城高新区以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

涂料生产企业!其自主研发的"高耐污高耐候隔热复

法国佛吉亚集团公司通过重组合资公司! 帮扶科盛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顺利在"新三板+挂牌%

点!抢占产业制高点!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催生出
巨大的动力与活力%

同时!宜春丰城高新区引导企业通过增资扩股$

新材料产业重点发展精品陶瓷和新型建筑材料

氟斯新能源拟申报省级工程研究中心%

园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 是招商引资的重

科技创新! 让宜春丰城高新区交上了一份靓丽

康$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形成

合涂料+通过省级重点新产品鉴定&天丰绿色环保材

要载体% 宜春丰城高新区始终坚持发展为第一要务!

的成绩单,!96" 年! 宜昌丰城高新区获得江西省科

了"8 十 6+产业发展模式%!96" 年支柱产业主营业务

料利用废物粉煤灰生产的绿色节能墙体材料是国家

不断创新思路!创新发展!先后被评为江西省首批专

技厅颁发的(提质增效园区专项奖励;!全年新增专

重点推进项目%

利过千件园区$江西省首个县)市*省级高新区$江西

利申请量 "99 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66 家% 目前!园

收入 822 亿元!占主营收入 4:5% !96" 年装备制造
产业被江西省工信委评为 "省级重点工业产业集

省知识产权示范园区$江西省"两化+融合示范园区$

区拥有高新技木企业 16 家!院士工作站 6 家&省级

群+%

擎!强力驱动园区经济驶入发展快车!蹄疾步稳$蛙

产配套设施!开通了园区连接新$老城区公交线路!

中国十佳最佳投资营商价值园区等%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 家&省

跳式发展!为做大做强产业集群提供了有力支撑%

推进了职业教育$党群$君豪假日酒店等城市生活配

其中!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重点发展轨道交通制

宜春丰城高新区三大主导产业! 犹如三部强引

宜春丰城高新区日处理 ! 万吨的污水处理二期
配套设施投入使用! 通过机器人普查管道长 61 千
米! 建成了日供水 6!+1 万吨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等生

套!产城融合发展成效凸显%

回顾园区建设发展的历程!创造一个个"速度+

级工程研究中心 8 家&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6 家&

动器$ 智能制造$ 高端专用设备为主的三大产业链

奇迹% 宜春丰城高新区 !996 年 1 月正式开园建设&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 6 个 &累 计 专 利 申 请 量
8612 件&专利授权量 !84: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条% 以华伍股份$佛吉亚好帮手等龙头企业为支撑!

量 66" 件& 开发区创新升级连续多年位列江西省

!99 多项国家专利授权& 布兰森科技有限公司利用

级园区第一%

高频焊接工艺生产的新产品"高频焊铜管+!获取多

好项目既要"引进来+!更要"留得住+% 优良的发

为提升园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962 年 ! 月!

项国家专利!填补了国内工艺空白&力磁电子企业生

展环境成为吸引投资的强力磁石和产业发展壮大的

年正式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宜春丰城高新区仅用了

宜春丰城高新区技术交易运营平台-"丰科易+!正

产的协振电感和一体成型储能电感专利产品! 以及

助推器% 宜春丰城高新区全力优化基础设施!拓展产

宜春丰城高新区以务实高效举措! 打造了服

6" 年的时间!按下园区发展"快进键+!创造了园区发

式上线运营!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聚集!对接

无线无源测温系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佛吉亚好帮

业发展平台!认真梳理解决降成本$优环境中存在的

务发展的良好环境! 赢得投资客商的喝彩与点赞!

!994 年 8 月经江西省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966
年 6! 月更名为省级高新园区&!96! 年 69 月经江西
省政府批准为第一批重点省级工业园区&!962 年 8
月升级为国家高新区% 从 !996 年开园建设到 !962

优化软环境
市场主体爆发增长

华伍股份拥有 4 项发明专利$44 项技术的华伍股份&

随着园区环境的不断优化! 创新主体呈现井喷
式增长% 截至目前! 宜春丰城高新区入驻企业有近

899 家!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46 家& 拥有世界
199 强企业 ! 家$上市及上市背景企业 !< 家!行业
龙头企业 !9 多家%

交流!技术评估!交易安全保障为一体的全流程服务

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车载智能信息$ 多媒体娱

问题!尽心尽责当好企业服务员!全力打造优良的经

一批批企业招得来$ 更留得住& 一批批行业领跑

为加速园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宜春丰城高新区

体系!切实解决企业的创新需求!推动更多的好项目

乐$ 辅助驾驶等百款产品! 获国家专利授权 !99 多

济发展软环境! 为企业提质增效持续张力和坚强定

者$龙头企业纷纷投资入园!使宜春丰城高新区成

围绕"686+主导产业精准招商!以着力提升项目质量

在园区成功落地转化% 据悉!该平台目前已累计服务

项!成为中国汽车电子行业的领跑者%

力%

为宜春市创新发展最具活力的板块%

展的"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