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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五年是我省与全国同
步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全省
工信系统将坚持做大总量与提
升质量相结合，创新驱动与内需
拉动相结合，内循环与双循环相
结合，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相结合,发展与安全相结合，努
力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的发展。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促进工业经济平稳运行意义
重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
省工信系统将以推动工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工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产业链
链长制为抓手，大力实施“2+6+
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
动，大力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进数
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快实
现我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把稳“方向舵”，下好“先手
棋”，勇开“顶风船”。省工信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咬定
全年目标不放松，聚焦科技自立
自强不动摇，狠抓‘两化’攻坚不
懈怠，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

偏离，激活市场主体扩大不
松劲，提升系统治理能力

不停步，谋划长远发展
不短视，在新的起点上
加快推动工业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 周年，
为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江西篇章作
出工业新的更大
贡献！”

把稳“方向舵” 下好“先手棋” 勇开“顶风船”

彰显无愧于时代的江西工业担当

2020 年伊始，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
的冲击。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省委、省
政府科学部署、积极作为，坚持“战疫情”

“促发展”两手抓、两手硬，努力实现全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保“十三五”顺利
收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闻令而动，遵令而行。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省工信厅多次召开全系统
调度会议，推出“八大行动”，上下联动打赢
防疫物资保供战和复工复产攻坚战——

实施日产口罩过千万行动，仅用一
个月时间，口罩生产日产能跑出从不足
百万到破千万的加速度；

实施产业链对接帮扶行动，推动超
1000辆“移动的N95”负压救护车率先开
赴武汉火神山医院等全国战“疫”一线；

实施信息化战“疫”行动，在全国率
先发布 2批次、30个云服务产品，推动省
内企业研发 6个疫情防控平台、100多种
企业复工复产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

实施企业特派员服务行动，安排干
部赴重点企业“一对一”驻厂帮扶；

实施园区百万大招工行动，用一个
月时间为全省开发区新招工116.5万人；

实施应急融资上门对接行动，到
2020 年三季度末，全省制造业贷款增长
16.4%，比上年末提高12.6个百分点；

实施惠企政策供给行动，推出帮助中
小企业复工复产共渡难关“14条”、中小微
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实施方案等政策，实
施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清欠行动，督促
按期清偿重点物资生产企业账款。

沐风栉雨，攻坚克难。全省在 2020
年 3 月中旬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复
尽复，开工率、员工返岗率居全国前列。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的主要着力点。

省委、省政府全力做好“六稳”“六
保”工作，2020年4月底推动实施的产
业链链长制，成为应对疫情冲击、确保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创新之策和加快
构建具有江西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破题之要。

高位化推动。遴选14个重点产业
链，在全国率先推出由省级领导兼任链
长的精准帮扶制度，由 11 位省领导领
衔，15个省直相关部门对口服务，帮助
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精准化施策。聘任 313名（其中院
士 4 人）技术、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
业人才，组成产业链链长制专家咨询
机构。研究推出系列有针对性的产业
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

策支撑。
补链式对接。加强供需对接，分行

业、分领域开展产销对接30多场，签订
合作项目1600多个、金额1100多亿元；
加强产融对接，截至2020年11月末，14
条重点产业链全口径融资余额8400多
亿元；加强产技对接，2020年解决产业
链技术难题、推广应用创新成果各
1000项以上；加强延链补链，开展对接
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链等12场
产业链招商，引进产业链项目 350 多
个、资金2100多亿元。

“链”上发力，畅通循环，产业链链
长制为我省经济运行稳步向好注入强
劲动力，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
航。新增入规企业 2038 家，总数达到
13710 家；新认定“专精特新”企业 427
家、“小巨人”50 家、制造业单项冠军
17家。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是全
省经济的主要支柱。我省坚定不移
实施工业强省战略，持续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提速。2020
年，工业技改投资自3月以来持续两
位数增长，1至11月全省工业技改投
资同比增长 14.9%，占工业投资比重
达 37.8%，较去年同期高出 2 个百分
点以上。“升级版”智能制造升级工
程三年行动计划稳步推进，企业上
云突破3万家，部分重点领域数控化
率达 60%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
耗同比持续下降，制造业一般工业
固废综合利用率有望达到 95%。国

家级绿色园区10家，居全国第三。
先进制造业加速壮大。2020年

1 至 11 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
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 6.6%、10.2%、9.2%，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22.0%、
38.0%、28.3%。

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全省累计
开通 5G 基站 3 万多个，在全国率先
实现设区市以上主城区连续覆盖。
投入运营大数据中心 29 个，纺织服
装、电子信息等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行业节点初步建成。成功举
办 2020 世界 VR 产业大会云峰会，
签约项目78个661.9亿元，签约金额

超往届。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重大技

术装备首台（套）推广应用工程、9
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行
动稳步推进，L-15高级教练
机（AJT）获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一等奖，全年江西
省新产品立项 616 项。
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
新中心成功创建，9家
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
全面运营，400多家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覆盖
全省主要行业。

2020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大事记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坚决打赢防疫物资保供战和复工复产攻坚战 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创新实施重点产业链链长制

坚定实施工业强省战略

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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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
南昌召开。

1月21日 省工信厅召开厅党组会、厅长
办公会，传达学习全国、全省防控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部署疫情防控工作，成立厅防控
工作领导小组。

1月23日 召开全省工信系统防控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部署全省工信系统全力以赴做好
防控肺炎疫情应急医药物资生产保供工作。

1月29日 印发《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体现工信队伍担当作为的通知》。

1月29日 召开全省工信系统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防疫物资生产企业转产

扩产工作。
2 月 1 日 组成 4 个派驻小组,对 N95 口

罩、医用防护服等14户疫情防控重点产品生
产企业开展驻企帮扶。

2月3日 省工信厅联合江西银行紧急组
织疫情防控物资重点生产企业和受疫情影响
企业申报融资需求。

2月11日 召开全省工信系统防控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部署推动企业全面复工复产
工作。

2月12日 组织江铃集团按时完成两批次
共110辆负压救护车生产任务支援湖北疫区。

2月13日 上线园区大数据“战疫”复工
复产调度系统。

2月14日 建立中小企业复工复产情况
调度机制。

2月19日 推动重点防疫物资生产企业
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特派员“全覆盖”。

2月27日 全省开发区工业企业开展“百
万大招工”行动。

2月29日 全省防护口罩日产能过千万，
达到1245万只。

3月4日“数据中心·江西抚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被认定为我省首个国家级大数
据领域产业基地。

3月17日 实施“春润行动”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推进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

3月20日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
率首次达到100%。

3月27日 省市县三级合力推动产业链

协同复工复产帮扶工作 。
3月30日 工信部正式批复组建国家稀

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
3月份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当月增

速实现由负转正，增长7.8%。
4月28日 印发《关于实施产业链链长制

的工作方案》。
5月5日 吉安市获评国家工业稳增长和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州）。
1至6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累计

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营业收入累计
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3%。

8月13日 2020全球区块链创新发展大
会在赣州召开。

9月15日 全省工业强省推进大会在鹰
潭召开。

9月21日 2020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在景
德镇举行。

10月16日 佳时特高端精密数控机床项
目获得2020年“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
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取得我省参赛项目
历史最佳成绩。

10月19日至20日 2020世界VR产业大
会云峰会在南昌召开。

11月30日 我省首次3个项目入选全国
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12月1日 新修订的《江西省中小企业促
进条例》正式施行。

12月11日 我省28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12月17日 我省4个项目入选第四批国
家工业遗产名单。

回首2020年，江西经济穿越惊涛骇浪，

展现出战胜艰难险阻的工业力量——

全省工信系统接连打赢疫情防控物资保

供战、复工复产攻坚战、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推进战“三大战役”，创新推出产业链链长制，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经受住了大疫大考的淬炼，成功解锁了

“暂停”与“停摆”，江西工业以令人欣喜的速

度恢复并稳健前进，呈现出逐月回升、持续

回暖的运行特征。2020年1至11月，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

营业收入33323.3亿元，居全国第13位，同

比增长5.2%，居全国第4位、中部第1位。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排位从2015年的全

国第21位大幅上升至第13位。

湖口县抢抓省级船舶产
业转型升级试点机遇，着力擦
亮产品品牌 张 玉摄

南康家具智能化生产线 杨晓明摄

位于信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众位于信丰县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众
恒光电科技园项目一角恒光电科技园项目一角 李李 健健摄摄

江西江西 33LL 医用制品有限医用制品有限
公司高安分公司加班加点公司高安分公司加班加点
赶制生产口罩赶制生产口罩 王王 斌斌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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