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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
是民族进步之魂。为加快新动能
的培育步伐，中医药科创城出台
了一系列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含
金量高的扶持政策措施，进一步
聚焦科技创新，吸引主导产业、优
质项目落户，加大对接国内外医
药科技前沿、行业政策和产业动
向，推动建立“政产学研用金”协
同创新的体系，积极打造产业链、
创新链、人才链和资金链“四链”
无缝对接的展示窗口，着力打造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政策洼地”，
积极打造全国“数字中医健共
体”。

在政策方面，中医药科创城
出台了多个招商引资的优惠政
策，推出 41条促进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措施，涉及土地、财税、
金融、人才等八个方面，用真金白
银去奖励、扶持企业，激发市场主
体的活力，推动创新研发、孵化加

速、成果转化。
为破解企业“找谁办”“怎么

办”“办得如何”等问题，政府推出
企业“点单叫号”服务平台，让干
部变身服务企业的“外卖员”，形
成“一个平台提出诉求、一个部门
集中受理、政府内部流转、后台限
时办结、统一反馈结果”的服务机
制。

在融资方面，中医药科
创城为进一步深化资
金链和创新链的有
机融合，支持各类
创 新 平 台 建
设。组建了注
册资本为 30亿
元的建设投资
集团，得到银行
300 多亿元授信
资金的支持；充分
释放绿色金融改革
的红利，首期发行 4 亿

元的专项债，为药企提供知识产
权质押的金融贷款服务；设立首
期规模1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和
首期规模 1亿元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基金。

下一步，中医药科创城还将
发挥扁平化管理模式的优势，依
托现有各类创新平台，集聚各类
中医药创新资源和人才，进一步

改革人才的引进、评定、
培育、激励、使用等

机制，让“聚才引
才、爱才留才、
敬才用才”全
链 条 人 才 服
务体系贯穿
于创新队伍
建设的始终，
为中医药产业

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创新源动

力和智力支撑。

打造江西中医药强省新名片
——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建设巡礼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当前，
中医药科创城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依托创新链培育产业链，进
一步提升“科创”的核心竞争力。
仅2020年，就新增创新平台8个，
新增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3
家。重点科创平台实现了从 4个
到 24 个的快速集聚，有 200 多名
科研人员落户。

通过与中国科学院、中国中
医科学院等大院大所合作，中医
药科创城相继引进了赣江中药创
新中心、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产
业研究院、中药制造工艺与装备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三个“国字号”
平台，初步形成了“3+N”的创新
研发格局——“3”是指以 3个“国
字号”创新平台为主轴，“N”是指

以 N 个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及创
新 团 队 的 新 型 研 发 机 构 为 支
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镇
城之宝”的赣江中药创新中心，是
由赣江新区与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合作共建，成为赣江新区直管区
里唯一的省级重点实验室，项目
从签约到建成、运营仅用 8 个
月。目前，中心有博士及副高职
称以上科研人员 49人，未来将努
力形成一批具有江西特色、代表
国家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
新成果和国际标准，推动我国中
药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升级。

同时，中药制造工艺与装备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国际先进的
中药制药装备科研成果转化与产

业化平台。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
研究院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第一
个实体性分院，是为落实“院省共
建”协议而成立的。未来，该院将
通过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孵化
高新技术成果，进一步增强江西
中医药的创新发展能力。

此外，已签约的还有现代中
医药与生物技术产业研究院、中
国（南昌）热敏灸总部、省转化医
学研究院等项目，博济中药孵化
器、一脉阳光、光生物研究院和
三鑫医疗等一批重大科创平台
建设也正在快速推进。同时，中
医药科创城正积极与南方医科
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
对接，力争再引进一批科创平台
项目。

以项目为带动 加快推动产业提质增效

补强已有产业链，延伸新兴
产业链，打造完整产业链闭环，这
是中医药科创城产业发展壮大的
必由路径。

在招商引资上，中医药科创
城围绕中医药主导产业，大力开
展“资源招商、资本招商、技术招
商、以商招商、集成招商”的“五位
一体”招商方式，以“轻资产招商、
重资本运营”的模式，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中医药行业龙头、“独角
兽”企业落户，呈现出强劲的集
群、聚集发展态势。一批目标定
位高、行业影响大、创新能力强、
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地标”脱颖而
出。

为加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扶
持力度，中医药科创城鼓励、支持
有条件的产业龙头企业、科研院
所承担国家、省科技重大重点项

目，对科研创新平台购买的核心
科研设备给予一次性补助，仅
2020年就兑现 350余万元的研发
补助资金。目前，多家企业成功
申报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2020”
重点专项和省重大科技研发专项
项目，为企业研发创新注入源源
动力。

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中医
药科创城从多方面入手，在做大
扶强科技型产业龙头企业的同
时，鼓励辖区创新型企业申报高
新技术企业和省级科技型中小企
业。2020 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增长近 50%，形成“龙头引
领、链条延伸、集群共进”的良好
发展态势。得益于深入开展的产
学研协同创新活动，一个又一个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
术被企业攻克，一个又一个孵化

的科研成果得以尽快转化，实现
智能化、绿色化、高效化的生产。

中医药科创城还通过组建生
物医药并购基金、天使基金等创
新举措，引进热敏灸总部、明峰医
疗等重大项目 31 个，总投资 450
亿元。其中，超 50 亿元的项目 2
个，20 亿元至 50 亿元的项目 5
个。另外，引进公共研发平台 4
个，引进综合公共服务平台7个。

创新开发性PPP新模式。中
医药科创城紧盯大企业、大财团，
重点引进央企国企，实施集中连
片开发，稳步推进总投资 300 亿
元、占地 9.13 平方公里的中医药
国际生态科技城项目，实现政府
不举债、不担保、不兜底，以政府
小投入撬动片区大开发，成为“中
医药+”“+中医药”集聚发展路径
的典范。

以平台为支撑 加快提升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聚焦科技创新 加快新动能培育步伐

（本版文图由赣江新区管委会提供）

早在2000多年前，在如今赣江新区的腹
地中，诞生过一个汉代海昏侯国。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对刘贺
墓里挖掘出的虫草类切片物点评道：“这是
迄今所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中药炮制品
实物，它为深入了解江西中医药乃至中国古
代药物炮制技术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在这
里，中医药的传承基因向上可追溯到汉代。”

2016 年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中
医药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以“创新升
级”为发展主线，以“中医药+”为发展路径，
谱写“江西中医药”的新辉煌，早日建成“国
内领先、世界知名”的中医药强省。

2017年，省政府在桑海片区规划建设中
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项目总占地面积
15平方公里，总投资 300亿元。首期启动的
是3平方公里核心区建设，包括研发孵化、会
展交易、公共服务等“一中心、五区”,同时在
星海湖周边布局了高端人才公寓、星级酒店
和康养小镇等项目，以“中医药+”“+中医药”
的新模式、新业态，彰显出中医药文化的独
特魅力。

这里，承办了一个高规格的国际论坛。
2021年7月28日至30日，由上海合作组织睦
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江
西省政府联合举办的“2021上合组织传统医
学论坛”在这里举行，这是对中医药科创城
所选择的“科创”之路，对中医药科创城的国
际化战略的莫大鼓励和鞭策。

发展中医药产业，摆在面前的有两条
路：一条是继续按照老祖宗的方子，一成不
变地走下去；另一条路就是脱离中医药发展
模式，按照现代西药的模式去发展。然而，
这两条路都不是赣江新区要走的路。

为此，省委、省政府从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要求出发，发挥江西的比较优势，作
出了一个战略性举措——建设以“科创”为
核心的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

中医药科创城所在的桑海片区，有着近
50 年的中医药发展史，孕育了坚实的中医
药产业基础，具备了种植、加工、制造、研
发、销售、康养和设备制造等中医药产业全
产业链。按照“创新研发引领、高端产业集
聚”目标定位，中医药科创城加快建设中医
药的事业、产业和文化“三位一体”融合发展
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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