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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赣州讯 （记者鄢朝晖 通讯员周
加相、罗文）中电汽车项目冲焊车间、总装
车间等四大工艺车间抓紧扫尾，冲刺 8 月
份竣工投产；轰天炮光电项目抢抓晴好天
气增派人员进行内外装修；华昌科技园项
目边调试设备边招商运营……初秋时节，
行走赣州经开区，处处可见项目火热建设
中的场景。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牢固树立“项目为
王”的理念，持续抓招商、上项目、破难题，
纵深推进六大攻坚战，攻坚项目建设再提
速，掀起大干项目、干大项目的高潮。截
至 7 月底，列入市级调度的 106 个六大攻

坚战项目全面开工，已竣工 19 个，完成投
资172.52亿元，投资完成率95.69%。

大项目助力大发展。今年 2 月至 7
月，赣州经开区每月举行一次集中签约仪
式 ，共 集 中 签 约 项 目 59 个 ，签 约 金 额
538.48 亿元，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和电子
信息产业项目签约资金达80%以上。一批
好项目、大项目相继落户，一方面源于赣
州经开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另
一方面源于赣州经开区瞄准新能源汽车
和电子信息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好项
目、优质项目主动出击。今年以来，赣州
经开区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组织各产业
招商小分队积极“走出去”，通过外出召开

专场招商推介会、举办高峰论坛等方式，
尤其是紧紧抓住“2020·中国赣州‘芯长征’
半导体高峰论坛”“2020 全球区块链创新
发展大会”等重大活动在赣州举办的有利
契机，组织专人与客商建立一对一沟通联
系，从中发现商机、促成合作。截至目前，
赣州经开区已累计外出招商 220 余次，储
备在谈项目 110 余个，共签约项目 72 个
590亿元，尤其是成功引进总投资260亿元
的中车产业园功率芯片制造项目等一批
重大项目，为赣州经开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积蓄了动能。

好服务催生加速度。赣州经开区以六
大攻坚战、“项目建设提速年”“满园扩园”

“梧桐树计划”等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调
度、攻坚克难，全力以赴促开工、促进度、促
投产、促达产，确保干一个、成一个。建立
健全领导干部挂点联系服务企业、区领导
每月与企业家见面，以及民营企业家约访
区领导、部门负责人等制度，加大惠企暖企
力度，为每一个项目安排一名副科级以上
领导挂点帮扶，协调解决用地、“七通一
平”、资金、审批等难点问题554个，闻泰人
工智能、纵凯智能、星凯创、龙马新材等项
目实现开工，同兴达三期、鑫冠电子二期、
电子信息产业园标准厂房等项目达到规定
进度，毅能达、钨基纳米陶瓷材料、亿源机
械三期等项目实现竣工投产。

大项目助力大发展 好服务催生加速度

赣州经开区攻坚项目建设再提速

8月18日，安福县洋溪镇塘里村村民
陈凡才忙得上衣湿透了，他家的3亩中稻
熟了，江苏来的“割禾客”在帮他家收割稻
子。“亩产估计有 1200 斤，比往年亩均增
产30多斤。”陈凡才指着正在作业的收割
机说。

说话间，塘里村贩粮专业户陈树枝开
着小货车来到陈凡才的田间，“我每天要
收两车湿谷，陈凡才家算是少的。”陈树枝
说，“再过几天，是洋溪中稻收割的高峰
期，一天不止两车了。”

洋溪镇地处安福县西部山区。近年
来，该镇根据气候条件，大力推广“油-
稻”轮作，争创优质高产油菜、绿色中稻生

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全镇油菜种植面
积保持在2万亩左右，成为安福县出产菜
油最多的乡镇，被誉为“洋溪油田”。每年
4至5月，该镇处处油菜花盛开，一片金色
海洋。

今年，安福县认真落实国家惠农政
策，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粮食生产相关实施
方案，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增。“油菜收割
后，全镇2万余亩耕地全部种上了中稻。”
洋溪镇镇长张继东说，“全镇涌现了不少
种粮大户、农机专业户。”此外，由于地势
的原因，该镇牌头村的田地以前全是“望
天丘”。2018年以来，安福县在该村实施
高标准农田建设，“望天丘”变成了现在的

“吨粮田”“高产田”。“以前没人种的田今
年都种上了水稻。”牌头村村主任郁卫生
说，“有了好政策，种粮不会吃亏，荒地成
了香饽饽。”

据了解，安福县今年拿出400万元奖
励粮食生产先进乡镇，各乡镇也结合实际
出台了粮食生产奖补措施，全县早稻种植
面积达 37 万亩、中稻种植面积达 7.33 万
亩、晚稻种植面积为39.6万亩。为了确保
全县粮食应收尽收，该县鼓励民营粮企入
市“内购外销”。各收储库点充分利用“惠
三农”售粮预约APP、“赣粮通”等平台，通
过网上预约售粮，让数据多跑路、农民少
排队。

“油田”喜迎中稻丰收季
刘丽强 管美兰 本报记者 刘之沛

本报南昌讯 （记者钟珊珊）8 月 21
日，记者从南昌市科技局获悉，为引导南
昌市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该市日前出台了《南昌市企业研
发费用后补助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单个
企业年度最高可获补助2000万元。

为扩大政策覆盖范围，让企业充分享
受政策红利，《办法》规定，凡是在南昌市
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企业或市级新型研发

机构，不管大小，不分类型，只要有创新研
发活动，且企业按规定填报了国家研发统
计调查表、办理了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
除，建立了研发费用明细辅助账，市级新
型研发机构按照要求，运营管理正常，建
立了研发费用辅助账，都可以申报享受研
发费用后补助。

该市明确，企业研发经费补助由总量
补助和增量补助两部分组成。总量补助
按照 1%至 5%的比例给予补助，单个企业

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增量补助按10%予
以补助，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1000 万
元。今年，南昌市在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中
安排了1.83亿元，用于开展企业研发费用
后补助兑现工作。为减轻企业负担，创新
科技服务方式，实现企业“一次不跑”或

“只跑一次”，研发费用后补助兑现采取
“网上申报、诚信填报”方式，所有流程网
上办理、所有材料网上提交，无需提供第
三方证明材料。

南昌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
单个企业年度最高可获补助2000万元

八一乡安全生产管理常态化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罗春华、徐芬

芬）为落深落细安全生产管理举措，营造
安定和谐人居环境，8月份以来，南昌县八
一乡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合作，抓早抓小，
对 512 家小微企业及小作坊、小商铺开展
消防安全大排查，着力实现安全生产管理
常态化、长效化。

该乡建立乡村组三级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网络，举办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人
员专题培训，提高安全生产监管和防范
能力。邀请县应急管理局专家参与排
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压实责任，
做到排查一处，整改一处。对拖延整改
或拒不整改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确保
一方平安。

上栗倾力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本报上栗讯（通讯员欧阳瑾、欧阳林）沥青路通村达户，

屋舍错落有致，庭院质朴清新，河水清澈见底……走进上栗县
金山镇普化村新农村建设点棉花甲，“一巷五区四馆”布局的
村庄风貌更具田园风光、民俗风情和乡土味道。

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之年，该县持续以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为抓手，大力开展垃圾治理、厕所革命、
污水处理等专项行动；统筹1.4亿元资金，采取以点带线、以线
拓面的方式高标准推进新农村建设；融资2.1亿元，创新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达标村”创建行动，切实改善提升村容村貌。
目前，上栗县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实现建制村全覆盖，农村
卫生厕所改造率近 90%，建成农村污水处理站 25 个，涌现出
金山镇普化村、桐木镇小埠村等一批美丽乡村示范点，70 多
个村正大力推进“达标村”创建。

瑞昌推广“稻鸭共作”技术
本报瑞昌讯（记者何深宝）8月16日早晨，瑞昌市范镇良

田村种粮大户聂五林，像往常一样把 1450只鸭子赶到 800亩
稻田里放养。目前，该市像聂五林这样，在稻田里养鸭的种粮
大户，共有22户，他们在2万亩稻田里养鸭10万只。

近年来，瑞昌市大力推广“稻鸭共作”技术，将鸭子放养在
水稻田里，利用鸭子的杂食特性，由它们吃掉水稻田里的杂草
和害虫。同时，鸭子在水稻田里不间断活动又可以刺激水稻生
长；鸭子的粪便还可以作为肥料，有助于提高稻谷产量。“推广

‘稻鸭共作’技术后，农药、化肥使用量明显减少，生产的大米达
到绿色食品标准。”瑞昌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范劲松说。

本报讯（记者郑荣林 通讯员吴德强）
今年以来，玉山县保持发展定力，以优良营
商环境为依托，以项目为抓手，以稳增长为
目标，全力推进项目带动、投资拉动、消费促
动“三轮驱动”战略，展现发展十足韧劲。上
半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3亿元，同
比增长2.1%，较一季度回升5.9个百分点。

狠抓项目建设。玉山把项目建设视作
抓好经济工作的“牛鼻子”、生命线，坚持以
大项目、好项目为引领，通过“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实施重点项目攻坚。今年以来，该
县成功引进 2 个“5020”工业项目，尤尼菲
克科技、酷斯特医疗等 16个工业项目相继
竣工，纬科新材料、佳马轴承等 27 个工业
项目开工建设。上半年，该县规模以上工
业实现增加值 36.83 亿元，同比增长 2.3%，
较一季度回升10.4个百分点。

持续扩大投资。为进一步增强发展后
劲，玉山县以高新区扩园、衢饶示范区建
设、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等为平台，全面加
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上半年固定资产投
资达 72.48 亿元，同比增长 7%。栽下梧桐
树，引来金凤凰。上半年，该县利用省外资
金36亿元，同比增长8.25%。

实现消费升级。为应对疫情对批零
住餐、旅游等行业带来的影响，玉山县一
方面积极为商贸企业复工复产提供融资
服务，先后推荐了 30 余家住宿、餐饮、电
商企业申报低息贷款。另一方面，通过积
极拓展消费需求、探索创新消费模式，全
面实现消费升级，释放出消费市场强大潜
能。上半年，全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52.01亿元。

以发展促稳定，以产业促就业。持续
向好的经济态势，让玉山企业的信心指数
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指数不断攀升。今
年 1至 7月，该县城镇新增就业 4027人，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5772人。

莲花确保无人住危房
本报莲花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刘

祖传）近年来，莲花县建立贫困人口住房
安全动态监测机制，逐村逐户动态排查贫
困人口住房安全情况，组织技术力量对新
增的疑似危房进行现场鉴定。今年以来，
该县对动态新增C、D级危房 58户进行了
改造，切实保障了农村贫困人口住房安
全，助力脱贫攻坚。

该县对全县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
家庭等四类对象住房进行全面排查、
鉴定，根据鉴定结果统一制作房屋安
全标识牌（政府资助援建牌），并安装在
贫困户住房墙上。针对排查出来的问
题，分门别类制定了整改措施，确保无
人住危房。

吉州加快电子信息产业转型
本报吉安讯（通讯员张建明、黄竞妍）近日，河南科技大

学、江西宏业铜箔有限公司产学研合作基地暨5G电子铜箔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约、揭牌仪式在吉安市吉州区举行。这既
是加快人才柔性引进，推动校企深入合作，突破产业技术瓶
颈，实现科研成果转化的具体举措，也是该区实施“庐陵英才”
计划、凝聚新时代人才强磁场的实际行动。

近年来，该区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力度，积极引导企
业与国内外相关院校合作，有效激发企业研发活力，提高科技
成果转化效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人才队伍层
次，推动该区电子信息产业转型升级。

临川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
本报抚州讯（通讯员章晋辉）近年来，抚州市临川区大力

发展高科技产业，不断促进工业提档升级，实现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该区不断加快推进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化、集聚化发展，大
手笔、高起点建设高新科技产业园，培育工业发展新动能。经
过两年努力，临川高新科技产业园 20家企业满额入驻，16家
企业已经投产，涉及智能数码产品、集成电路及芯片、电脑、手
机配件、汽车电子、LED显示屏以及新材料等项目，投产企业
效益明显。今年上半年，园区高科技企业完成主营销售收入
12.06亿元。园区二期建设即将引进落户数十个电子信息产
业项目，建设电子信息全产业链，有望实现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亿元以上，安排就业1.5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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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丰城市小港镇路口村新希望藜蒿产业扶贫基地，农户在收割藜蒿
种苗。据悉，该基地占地 1200 亩，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28 户，户均年增收超
5000元。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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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芦溪县上埠镇某电瓷厂扶贫车间内，一名女工正在搬运瓷泥准
备制坯。近年来，该县积极引导企业在乡镇、村创建扶贫车间，发展扶贫产业，为
贫困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创造条件。 本报记者 刘启红摄

8月16日，鸟瞰万年县湖云乡中节能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大气壮观。据悉，该乡渔光互补发电水面达3200多亩，
年创利税2.7亿元。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