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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万寿宫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克服因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影响，攻坚克难，
自筹资金，顺利完成三区市场
的全部装修装饰工程，为万寿
宫商城升级改造画上句号。

据了解，万寿宫商城是
南昌市老城区著名商业区，
由于历史原因，老的商城存
在先天性火灾隐患，2017年
被列为全省 18 个重大火灾
隐患单位之一。为了众多商
家和消费者的安全，作为我
省挂牌督办重大火灾隐患单
位，该商城于当年 6 月开始
实施消防改造。

“新万寿宫商城于去年
5月1日正式营业，商城自启

动改造以来，政府先后投资
7 亿多元，近日将迎来商城
三区市场重装开业，主营文
具、玩具等众多类别商品。”
万寿宫集团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为彻底解决困扰多年的
安全隐患，公司对商城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旨在优化内
部结构，清除消防隐患，提升
安全标准，打造一个舒适、现
代、安全的经营环境。

改造后的万寿宫商城成
为一座崭新的仿古建筑工
程，与周边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交相呼应、相得益彰，成为南
昌市核心商业区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吴 墨)

南昌万寿宫商城全面完成升级改造

近日，由赣州市主办的 2020 中国·赣
州“芯长征”半导体高峰论坛宣传推介了
赣州经开区半导体产业，吸引了行业内不
少重量级专家以及知名企业家就当前半
导体领域科技和产业的热点、重点、难点
展开研讨，为赣州乃至国内半导体产业发
展出谋划策。

近年来，赣州经开区围绕新能源汽车
和电子信息双首位产业招大引强，聚焦新
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的央企、世界 500强、
民企 200 强、行业前 10 强等重点企业，大
力开展“三请三回”“央企入赣”等活动。
近 三 年 ，签 约 项 目 212 个 ，签 约 资 金
1860.52亿元，成功引进了中车产业园功率
芯片、名冠微电子功率芯片、孚能科技、中
商国信新能源产业链等4个投资超百亿元
项目。经过多年发展，赣州经开区已成为
赣州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主攻工业
的主战场、主平台。

大力打造产业链招大
引强平台

2012年6月，《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
明确提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及其关键
零部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赣南人民从
此埋下了“造车梦”的种子。为了培育新
能源汽车产业，2016年4月，规划面积35.2
平方公里的赣州新能源汽车科技城启动
建设。

赣州经开区坚持把平台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为双首位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支
撑平台。建好产业承接平台，同步推进新
能源汽车科技城、电子信息产业园、综保
区三大平台建设，规划总面积 71.7平方公
里，累计投入财政资金 175亿元，路网、管
网、绿化等各类设施一应俱全；建好企业
落地平台，大力实施“梧桐树”计划，从

2019年起计划用 3至 5年时间建成标准厂
房1000万平方米，实现“大项目供地、小项
目供厂房”，已累计建成 300余万平方米；
建好创新创业平台，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支
持，已汇聚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18个，数
量全市第一，着力构建“众创空间——孵
化器——加速器——科技产业园”创新创
业生态链，成立了全省首家孵化器行业协
会，形成了国际企业中心、恒科产业园等
五大创新创业集聚区，落户各类企业 700
余家。

聚焦双首位产业，招大
引强添活力

引进新能源乘用车项目，是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起点。近年来，赣州经开区
实施“全民招商”模式，组建“区领导带队、
各部门抱团”的招商小分队，向一家又一
家整车企业推介投资环境。

在得知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计划
投资整车项目后，该区主要领导当即赴京
拜访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高层，洽谈合
作意向。在赣州经开区发展新能源汽车
的坚强决心和满满诚意触动下，投资80亿
元年产 3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项目得以签
约落户。

坚持乘用车与商用车并行，是赣州经
开区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思路。了解到山
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拟在南方设立
生产基地后，赣州经开区积极宣传其优越
区位和优惠政策，以勤恳的态度、务实的
作风促成了投资 15亿元年产 10万辆汽车
项目在赣州经开区落地生根。

“整车+配套”是赣州经开区着力打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的基础。7月 17日，
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
挂牌上市，成为我省首家科技板上市企
业。2009年，美国FARASIS能源有限公司

在赣州经开区投资成立孚能科技（赣州）
有限公司。经过十余年在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领域的深耕细作，公司已成长为世

界知名的动力电池生产企业。

目前，该区已聚集国机智骏、凯马汽

车、中电汽车、中商国信、中车生一伦等

整车及关键零部件项目 82 个，规模以上

企业达 29家，达产后年产能可达 100万辆

整车、锂动力电池年产能可达 32.3GWH，

2019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0亿元，同比

增长 20%，占全市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

78%，被评为江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聚区。

紧盯电子信息产业，抢抓“芯”产业。

2011年，深圳市同兴达科技有限公司到赣

州经开区投资建设显示屏项目。去年，公

司产值已超 60亿元。2017年签约落户的

立德电子，2019年实现产值 22亿元、同比

增长 59.4%。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上规

模，正是赣州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

缩影。

近年来，在培育做优新型显示、智能

终端等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上，赣州经开

区将半导体作为抢占电子信息产业发展

高地来抓，引进了总投资 200亿元的名冠

功率半导体、总投资 260亿元中车生一伦

IGBT及动力包项目、总投资 36亿元的玖

旺半导体项目、总投资30亿元的迪渊特半

导体装备研发制造中心项目等，全区已落

地半导体产业链项目16个，半导体产业链

“从无到有”，形成了新的产业增长极。

目前，该区已汇聚电子信息产业企业
142家，形成了以“一芯、一屏、一终端、一
链条”为主的产品体系。2019 年，全区电
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 235亿元，占
赣州电子信息产业带“半壁江山”，向全省
一流的芯片制造基地和国内知名的显示
屏模组制造集散地迈进。

强化项目落地，提高
招大引强实效

大力提升营商环境。赣州经开区视
营商环境为品牌和未来，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常态化开展好“企业服务日”活
动，全力打造政策最优、成本最低、服务最
好、办事最快的“四最”营商环境。积极推
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建控集团成立了
14 家市场化子公司，信用评级提升到
AA+；工发集团组建各类产业基金 14只，
让区属国企成为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的

“开路先锋”。推进“放管服”改革，上线
“赣服通”赣州经开区分厅，推行“一链办
理”，全面实行错时延时服务，创建全省首
个“无证明”营商环境，“最多跑一次”事项
达95.8%。

加强重大项目建设的要素保障。坚
持把破解资金、人才、土地等要素瓶颈作
为推进双首位产业发展的“必答题”，用心
用情用力作答，不断激发发展活力。通过
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企业的金融支持、设
立还贷过桥基金、区属国企组建产业基金
等办法，着力破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通过“征地拆迁+消化批而未用土地+
争取用地指标”三措并举，持续增加土地
供应，仅2019年就消化批而未用土地6058
亩。在全省率先启动“标准地+承诺制”改
革，用地效益不断提高，在全省开发区
2019 年度综合考评中综合效益一类指标
得分列全省第一。

产业发展，非一朝一夕之功。赣州
经开区将按照“育龙头、建平台、保要素、
强集群”的总要求，在双首位产业招大引
强、产业生态完善方面持续攻坚克难，打
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
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和电子信息双首
位产业。 （欧阳苑汶 胡振东 邱昌飞）

赣州经开区招大引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佳惠

子 实习生郭文熙）今年全球
疫情蔓延，国际贸易不稳定
性因素不断增多，不少“两头
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遭遇

“寒冬”。但南昌市广宥鞋
业公司在海关的帮扶下，通
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拓宽
市场，降低疫情影响。

广宥鞋业是NIKE在国
内的代工工厂，疫情期间，企
业首次承接了 NIKE 越南、
印尼工厂 2 亿元订单，成为

该品牌全球最大内销代工工
厂。青山湖海关充分调研企
业需求，采取归并申报、延期
核销、取消内销征税审批环
节等措施，为企业开辟绿色
审批通道，促进广宥鞋业内
销达到4700万元。

据悉，今年以来，青山湖
海关推行一系列便利化措
施，帮扶企业出口转内销。
上半年，青山湖海关加工贸
易货物内销总值达2.9亿元，
同比实现翻番。

出口转内销助企业走出“寒冬”

本报南昌讯 （记者
吴颖）7月 23日，江西五十
铃翼放系列轻卡新品正
式上市，不仅丰富了江西
五十铃产品谱系，同时标
志着江西五十铃在领军国
内轻卡市场上又踏上了新
征程。

上世纪 80 年代，江铃
集团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
和果敢的决断，成功引进
日本五十铃轻卡技术，成
为中国商用车的重要贡献
者。2013 年，江铃集团和
日本五十铃公司延续合
作，组建了整车和发动机
两家合资公司，重点聚焦
高端皮卡和高端轻卡，全
力引领皮卡市场消费升
级。江西五十铃翼放系列
轻卡就是在原装引进日本
五十铃最新一代ELF轻卡
基础上，结合国内用户需
求进行本土适应性优化
后，推出的高品质、高性
能轻卡，将满足电商、新
零售等新业态对物流伙伴
的全新要求，也可以为转
型升级的传统企业的物流
建设不断赋能，为全国轻
卡用户提供一流品质、全
新体验。

本报讯 （记者杨碧玉）
7 月 22 日，记者从省种苗局
获悉，为大力推进乡村森林
公园试点建设，全省确定了
第三批 102个乡村森林公园
试点建设任务，并落实了先
期奖补资金2140万元。

2018年起，我省以乡村
森林公园建设为载体，实施
森林景观提升工程。到2020
年底，计划至少完成 130 处
乡村森林公园建设目标，远
期目标将推动每一个乡镇至
少建有1处乡村森林公园。

第三批102个乡村森林公园建设启动

本报讯 （记者游静 实
习生李少如）近日，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发布“2019年
度营业收入排序前 50 名有
色金属企业”名单，江铜集团
以 2555 亿元的营业收入位

列第三位。
去年以来，我国有色金

属行业积极推动行业高质
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
入持续增长。

江铜营收位列全国有色企业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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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奉新县农牧渔场农机手驾驶旋耕机翻耕农
田。近日持续强降雨造成农牧渔场大片农田受淹，该场迅速
调集旋耕机，帮助受灾农户抢种二季晚稻。 通讯员 李 敏摄

7月22日，江铃皮卡新宝典在江铃小蓝工厂下线。据了解，宝典皮卡是江铃汽车中最受欢迎的车型之一，上
市20年来，用户突破100万。此次下线的新宝典在节能、装载量、舒适性等方面均有提升。 本报记者 范志刚摄新车下线

本报讯 （记者林雍）日
前，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
悉，2020 年苏浙皖赣沪“质
量月”活动已于近日启动。

活动期间，四省一市联
合推出“苏浙皖赣沪先进质
量管理方法典型案例 100
佳”、质量品牌故事演讲大赛

等系列行动。我省各设区
市、省直管试点县（市）市场
监管部门推荐企业，参与“苏
浙皖赣沪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典型案例 100 佳”的评选。
质量品牌故事演讲大赛不设
立现场活动，参赛选手以录
制微视频形式参加。

苏浙皖赣沪“质量月”活动启动

本报吉安讯 （记者李
歆 通讯员孙文婕）近日，记
者从吉安海关了解到，2020
年上半年，吉安外贸进出口
总值达292.5亿元（折合41.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6.9%，其中出口216.5亿元、

进口76亿元。
上半年，该市对美国、欧

盟、韩国进出口额快速增
长，其中，与美国贸易总值达
74亿元，增长 298.8%；对“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61.7亿元，增长108.9%。

吉安上半年进出口超40亿美元

本报新余讯 （记者徐国平 通讯员徐
洪清、胡梦谷）新余市加大农机科研开发
力度，规范农机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提升
农业机械化水平。截至目前，全市水稻机
耕率达96.08%，机收率达95.6%，农业综合
机械化率达77.8%，位居全省前列。

加大科研开发，农机装备制造产业蓬
勃发展。新余是钢铁城市，发展农机装备
制造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年来，
该市加大产业政策扶持力度，注重科研经
费的投入，农机装备制造产业得到集群式
的发展。目前，全市有农机生产企业 20

家，从业员工 2000余人，去年全市农机制
造业总产值超 13 亿元，规模位居全省第
二。全市 13家稻麦机动脱粒机生产企业，
拥有各种专利近百个，产品产量占全国约
80%的份额，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国家产生
了品牌效应。与此同时，该市通过招商，
引进了安徽青园集团落户袁河经开区，建
设了中国南方最大的农机展销平台青园
农机产业城，目前销售规模突破亿元，“中
国南方农机展示展销会”成为永不落幕的
农机博览会。

完善服务体系，农业全程机械化取得

突破。该市以“送科技下乡”“百万农机闹
春耕和机械化种植现场会”“安全生产月”
等为契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
头、农机合作社、农机加工企业等，普及农
机安全知识；与相关责任主体单位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状，加强农机经销企业的安全
监管，落实经销企业的质量保障和售后服
务责任，发挥各地农机维修服务网点的作
用，及时、高效解决农机手在作业中遇到
的问题。该市还强化示范带动作用，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加快新型机具和新
技术的推广应用。同时，该市加强了农机

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农机合作社发展呈
现出良好态势。全市经工商管理注册登
记的农机合作社达 31个，入社成员达 510
个（户）；农机作业服务总面积 30.968 万
亩，全年作业服务总收入达2318万元。

加强政策扶持，农机总动力日益增
长。该市制定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
案，突出补贴重点，发挥补贴政策导向作
用。2017年以来，全市共发放农机补贴资
金 3804.185 万元，新购置农机具 2298 台。
同时，积极争取中央、省里的项目资金，加
速推进农业机械化。

加大科研开发 完善服务体系

新余农业机械化水平全面提升

本报讯 （记者林雍 实习生方梦婷）
近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豆制品、餐饮
食品、食用油和油脂及其制品、饮料、肉制
品、速冻食品等 6 大类食品进行抽检，共
237批次样品，发现餐饮食品、饮料、食用
油和油脂及其制品 7批次不合格产品，涉
及微生物污染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和质
量指标问题。

涉及微生物污染问题的，主要包括由

弋阳县花亭场小余超市销售、横峰县灵马
饮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灵马山泉天然含锶，
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由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不出名餐饮
下罗店销售的复用餐饮具（碗、筷、勺、
杯），大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由赣州市屏嶂泉饮品有限公司生产
销售的饮用山泉水，铜绿假单胞菌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由南昌婷轩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销售的复用餐饮具（杯），大
肠菌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涉及食品添加剂问题的，主要包括由
龙南县吉祥购物广场销售、江西绿鹭油脂
有限公司生产的山茶清香食用植物调和
油，乙基麦芽酚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规定；由万年县老张饭店销售的豆干（豆
腐），苯甲酸及其钠盐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涉及质量指标问题的，主要包括由于
都屏山清泉水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销售
的高山清泉水，耗氧量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

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各地市
场监管部门已责令食品经营环节相关单
位，立即采取停止销售、下架等措施控制
风险，并将查实的进货渠道、产地等信息
通报相关管理部门。目前，对部分相关涉
事单位已依法进行立案调查。省市场监
管局特别提醒消费者，如购买或发现通告
所列的不合格食品时，请拨打食品安全投
诉举报电话12315进行投诉举报。

我省公布七批次不合格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