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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南昌高新区打造产城融合示范区

▶ 邱垚 杨玲玲 本报记者 刘琴

二十余载峥嵘岁月, 二十余载光辉历程。南昌高新区于 1991 年成立，
1992 年 11
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高新区，历经近 28 年的创新发展，已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航
空制造、医药健康、新材料“2+2”为主导的产业集群，成为践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主力军，
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地。

2018 年南昌高新区总收入在江西省开发区中率先突破
3000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381 亿元，财政总收入 102 亿元，
成为全省首个财政总收入突破百亿大关的开发区；在科技部火
炬中心 2018 年公布的“全国 157 家国家级高新区综合排名”中
首次跨进“3”字头，名列第 38 位，实现“五连升”；近日，又成功
迈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俱乐部”，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
28 年来，南昌高新区不断书写着发展进程中的辉煌，这些成就
不仅体现在宏观数据中，也浓缩于高新区产业、生态、环境的完
善提升之中。
创新追梦在路上，南昌高新区将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奋力发展成为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龙头带动区、科技
创新的示范引领区、绿色崛起的样板先行区和现代化的生态科
技新城。

坚持创新驱动
着力构建区域创新体系
8 月 2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南昌高新区等 7 个江西省内的
高新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南昌高新区的发展纳入了
国家战略。
为此，南昌高新区积极响应，并提出将全面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江西省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产
业技术优势，探索适合地区特点的创新道路、创新模式和创新
机制，努力建设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示范区、绿色发展引领区、开
放协调发展先行区、创新政策和体制机制改革试验区，打造长
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联动发展的创新高地。
一直以来，南昌高新区不断激活创新因子，一颗颗创新的
种子在这里发芽、茁壮成长。可以说，科技创新工作不断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园区先后出台《南昌高新区鼓励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措施暂行办法》
《南昌高新区加快科技
金融发展的若干政策》
《南昌高新区入驻创新梦想街区扶持政
策》等一系列支持创新发展的政策，形成了全链条的创新政策
体系，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科技创新发展，为产学研深度融合发
展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
按照创新型省份的建设部署，南昌高新区按照“全域统筹、
点面结合、协同联动、高端集聚”的布局原则，制定《南昌高新区
推进创新型园区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构建“一带、四
城、多点、千企”区域创新体系，通过部署有机协调的功能片区，
打造创新载体互联互动，为南昌高新区创新平台发展、高端人
才引进提供了发展支持。
何为“一带、四城、多点、千企”区域创新体系？南昌高新区
科技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解答。
“一带”，即东西向联结主要科创节点的科技创新带、快速
交通带、科创产业带和绿色生态带。
“ 一带”是指打造西起艾溪
湖北路、连接天祥大道、东至鲤鱼洲的科技创新带。
“四城”即航空科创城、大学科技城、鲤鱼洲现代科创新城、
光电科技创新城。
航空科创城位于瑶湖的东岸，通过完善与教练机、无人机、
高端公务机、大飞机零部件生产相配套的研发体系，建成集研
发与生产于一体的航空产业高地，目前已落户项目 35 个。其
中，建成项目 16 个，在建项目 19 个，总投资约 180 亿元，在谈重
点项目 30 多个。随着中国商飞、适航审定中心、北航江西研究
院等多家龙头企业和重点研发机构落户，南昌航空产业集聚效
应加速凸显，园区产业竞争力和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大学科技城致力于建设一个集大院大所研发、孵化、服务
于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政企民学合力共建的创新创业基
地；鲤鱼洲现代科创新城主要提供以生态为基底的集科技研
发、文化创意、居住养生、旅游展示为一体的独具鄱阳湖特色的
科技创新之城；光电科技创新城将积极响应江西省委、省政府
打造“南昌光谷”的战略部署，建设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电子信息创新和产业基地。
“多点”，即科技创新带沿线分布的具备不同功能的特色产
业和创新区块。重点推进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电子信息产业
园、人力资源产业园、国家医药国际创新园、智慧健康产业园、
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基地、人才大厦、创力大厦、创业中心加速
器、南昌洪泰同创科技园等重要创新创业载体的发展。
“千企”，即启动“千企升级”行动计划，实施梯次培育创新
型企业工程。按照“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小巨人—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的企业成长全链条模式，着
力培育 1-2 家独角兽企业、25 家瞪羚企业、50 家科技小巨人企

业、500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500 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并推动一
批科技型、高成长型中小微企业达到规模以上企业水平。
政策引领，落地有声。在一系列创新政策的助力下，一大
批创新主体不断壮大，创新要素加速聚集，南昌高新区的科技
创新工作有力推进。
目前，南昌高新区已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309 家，1000 多个
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计划立项，400 项成果获得国家、江西省、
南昌市科技进步奖；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累计双双突破万件，
R&D 经费占 GDP 比重达 2.9% ；国家级创新平台 26 个、13 个国
家级产业基地、各类技术中心 107 个。建设 3.5 平方公里的南
昌国家大学科技创新城，入驻企业（团队）近 600 个，引进高校
和科研院所 20 余家。
此外，南昌高新区还自主培养中央“千人计划”专家 5 人、
国家“万人计划”专家 5 人、江西省“双千计划”人才（团队）15
个，引进“两院”院士 22 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 20 人、国家“万
人计划”专家 1 人、南昌市“洪城计划”入选者 79 人，园区已成为
南昌市乃至江西省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聚集区域。
在创新发展的路上，南昌高新区从未停歇，提出力争科技
创新工作在江西省内当龙头、国内有地位、世界有影响。而在
某些领域的领先技术也印证了南昌高新区在科技创新上的雄
厚实力。
晶能光电、晶和照明公司联合南昌大学申报的“硅衬底高
光效氮化钾基蓝色发光二极管”科技成果荣获 2015 年度惟一
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也是江西省获得的最高技术发明奖
项，开辟了全球第三条蓝光 LED 技术路线，形成与美国碳化
硅、日本蓝宝石技术“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两年，南昌高新区
又在“黄光及下一代无荧光粉 LED 照明”等方面取得重大突
破，技术遥遥领先，使我国 LED 产业技术从跟跑、并跑，变为全
球领跑。

坚持产业立区
彰显“南昌实力”
产业立区，产业强区。在多年优化布局、壮大产业阵营的
有力举措下，南昌高新区已逐步形成了以电子信息、航空装备、
生物医药、新材料“2+2”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电子信息产业呈爆发式增长，一个全链式产业群的形成令
人振奋。其中，
LED 产业形成了从核心材料、高端装备、衬底材
料、外延片、芯片制造及中游封装和下游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移
动智能终端产业从主要从事生产零部件一举跨越到“整机到产
业配套”的全产业链覆盖阶段，形成国内生产基地“三分天下有
其一”的局面。
电子信息产业可以说是南昌高新区产业发展中的一匹“黑
马”。自 2017 年以来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聚集了江西美晨、努
比亚、兆驰等一大批高端项目落户。
谈起与南昌高新区的结缘，江西美晨通讯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连晶介绍说：
“ 我们公司选择落户前，曾去多地考察，与南
昌高新区是接触最晚，却是合作最快的。”据悉，该公司实现了

瑶湖

“当年招商、当年落户，当年投产”的“加速度”。
航空产业承载梦想，起航腾飞。随着瑶湖机场的正式投入
使用，全国第五家适航审定中心落户南昌高新区航空城，C919
大飞机在瑶湖机场成功试飞，全国惟一一家省局共建的适航审
定中心正式运营，这里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大飞机制造研发为主
体，以瑶湖机场为支撑，以航空零配件研制、通用航空、航空航
天科研和公共服务等为配套的国家级重要航空高技术产业基
地。
生物医药产业聚集了以江中药业、济民可信、中科九峰、尚
华医药等为龙头的一批企业，已形成拥有医药产品、医疗器械、
医疗保健品、生物制品等多个细分产业，涵盖从研发、制造到配
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新材料产业依托江铜产业园、江钨浩运
及百利精密刀具、方大新材料和泓泰集团等龙头企业，形成铜
资源、钨产品、铝资源深加工产业链。
“这些年，我们紧紧围绕产业转型升级，聚焦四大主导产
业，紧紧围绕‘强攻产业、决战工业’不动摇，突出建链、延链、补
链、强链，努力打造产业集群，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
济社会迈上了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快车道。”南昌高新区管委会
主任刘德辉说。
四大主导产业加速聚集和壮大，在刘德辉看来，得益于
“多”
“快”
“全”
“好”
“高”这五个字。
“多”即项目落户“多”。南昌高新区创新了“轻资产、重资
本”的招商模式，去年以来引进亿元以上新签约项目 105 个，投
资总额达 1077 亿元。
“快”即投资见效“快”。南昌高新区牢牢把握住了移动智
能终端产业从沿海向内陆转移的机遇，引进了 8 家整机企业和
40 多家配套企业，迅速形成了全国重要的手机生产基地之一。
“全”即产业链条全。如 LED 产业形成了从设备、材料、芯
片、封装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好”即发展质量好。当前，南昌高新区已投产企业亩均投
资强度为 1000 万元，亩均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0 万元，亩均税
收 70 万元。
“高”即市场占有率高。南昌高新区企业的许多产品在全
球的市场占有率第一，如欧菲光的生物识别模组、摄像头模组
和触摸屏出货量均为全球第一；联创电子的运动广角镜头全球
市场占有率 70%等。

态，坚持原土护坡，缓处草坡入水，陡处生态绿格网保护，保留
一块面积达 2600 余亩的城市“绿肺”——艾溪湖湿地公园，并
打造了 13 公里的城市绿道，让市民体验独具特色的城市旅行。
2015 年，艾溪湖湿地公园精心打造了鹤园、天鹅湖等新景
点。艾溪湖湿地公园候鸟保护中心主任邹进莲告诉记者：
“每
天早上或者傍晚会有很多附近的居民来这里散步或者锻炼，忙
碌了一天，能在这样一个环境优美，人鸟共处的地方休闲娱乐，
大家都说能在南昌高新区生活，太幸福了。”
而坐落在艾溪湖畔的美书馆，更是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线。走近美书馆，映入眼帘的是“静待美好”四个字，让前来阅
读的人不仅可以欣赏到美景，更让阅读成为一种美好的享受。
美书馆的建立正是源于南昌高新区在文化事业上的大手
笔。近年来，南昌高新区高标准建设了瑶湖书房、艾溪湖美书
馆，引进三一书店、新华书店落户，布局了一批社区 24 小时智
慧书屋，基本形成了“一圈、两节、三馆、多点”的文化活动主题
及平台布局。
今年以来，南昌高新区围绕“产业大发展，文化大繁荣”工
作目标，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发展，不断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
围，打造“十分钟文化圈”。

江西美晨 SMT 智能终端生产线

坚持产城融合
打造全民文化空间
金秋时节，漫步南昌高新区，绿树成荫，碧草连片，城市景
观靓妆迎客，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壮大，重点项目如火如荼建设，
一大批骨干企业茁壮成长……创新智造尽显科技之美，绿色发
展引领高端生活。生产、生活、生态、产业融合发展，让南昌高
新区迸发出蓬勃的发展生机。
一直以来，南昌高新区坚持践行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
融合的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产业、科技、城市、生态、人文融合发
展的现代化生态科技新城，并构建了“一区多园”的发展模式。
每个专业园区均配套建设了产业综合服务邻里中心，将过去
“产业孤岛”式工业园区升级为集标准厂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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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南昌高新区还精心建设了一批生态公园，大力引进
了一批名医名校，高标准建设了一批文化配套设施。如今，南
昌高新区的城市功能和品质日新月异，城区颜值不断提升，园
区竞争力显著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也得到进一
步增强。
自 2007 年起，南昌高新区秉承“生态重于景观”的理念，将
原本作为建设用地的艾溪湖周边土地因地制宜，还原自然生

C919 大飞机成功转场瑶湖机场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南昌高新区管委会
的铮铮誓言不绝于耳。南昌高新区唱响“瑶湖读书节”
“瑶湖艺
术节”两个文化品牌，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提供高品质的文化
供给，让爱阅读的人来阅读，更重要的是培养更多的人养成阅
读习惯，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在湿地公园里的集阅
读、艺术学习、交流、传播为一体的全民文化空间——美书馆，
就此诞生。
“没想到在这么美的风景里有这样一个能让人安静阅读的
场所，它看起来很像一个书店，走进来才发现是图书馆，还是全
公益的，当地政府能有这样的魄力非常难得，希望这样的场所
越来越多。”
《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纪连海谈到美书馆时这样
说道。
据悉，馆内每周不断的生活美学公益课常常被读者“挤破
头”，美书馆还实时推出“一日馆长”计划，让大家争做馆长的同
时分享各自的“绝技”，并开设特色手工公益课、特色读书公益
课，常常也是一票难求。
美书馆这个浸润着人文气息、浓缩着城市品位的文化地
标，以文化名片的形式给南昌市民带来了潜移默化的精神享
受。据悉，美书馆自今年 1 月份正式开业以来，迎来了近 20 万
读者，还诞生了 50 位一日馆长，共开展线上线下活动 70 场，各
类家庭读书会、朋友圈读书会、小沙龙近百场。
“一日馆长们在这里做公益，发起分享，传播知识，传递正
能量，他们让美书馆不只是一个图书馆，还成为了老百姓自己
的文化传播空间。”南昌高新区管委会办公室文化工作相关负
责人说。
这里聚力创新，大力实施“科技兴区”战略；这里产业汇聚，
四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这里环境优美，美丽的艾溪湖畔，一座
“美书馆”美好一座城……
历史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南昌高新区将肩负起创新
驱动发展、带动区域转型升级的历史使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奋力建设一座创新活力迸发的产城融合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