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强省进行时

今年以来，江西工业运行“成绩单”持续抢
眼——前 7 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收
入 23115.5 亿元，同比增长 36.0%，增速列全国第 2
位；两年平均增长 17.7%，增速列全国第 3 位。全
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7%，增速列全国第
8位；两年平均增长 9%，增速列全国第 6位。

拉长视距、拓宽视野，这份“成绩单”依旧亮
眼——2020年，江西全部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营

业收入、规上工业利润总额分列全国第14位、第13
位和第10位，较2015年分别前进3位、1位和2位。

一个个跳动的数字“音符”，一道道亮丽的工业
运行轨迹，释放出江西以数字化为引领、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以提升产业链水平为重点，全力实施工
业强省战略的强烈信号——

矢志不渝重塑“江西制造”辉煌。“江西确立新
兴工业大省地位”，今年年初省政府新闻办和省工
信厅举办新闻发布会发布：“十三五”时期，江西工
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江西制造业，曾经创造了令
人骄傲的辉煌：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柴油轮
式拖拉机……如何重塑“江西制造”辉煌？近年来，
江西大力实施工业强省战略，体系化谋划顶层设
计，靶向式制定重大政策，推行产业链链长制，深入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快推动“2+6+N”产业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工业
主要指标稳步进位。

坚定不移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我省始终
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实体经济
的根基作用，加大支持力度，振兴实体经济，为全
省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以体系推
进、重点突破的思路方法，统筹推进新兴产业倍
增、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新经济新动能培育“三大工
程”，坚持走改革推动、创新驱动、融合互动、绿色促
动、开放带动、安全联动“六大路径”，（下转第2版）

主要指标稳步进位，“成绩单”释放哪些信号？
——江西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游 静

编者按：
坚定不移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加快

推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是省委、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在全省工业强省推进大会
即将召开之际，本报推出“工业强省进行时”
栏目，解读工业强省建设的“成绩单”“硬脊
梁”“主力军”“强引擎”，展示实施工业强省
战略的举措、亮点和成效，展望“十四五”我
省工业发展态势，为推动江西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贡献强大工业力量。

■ 本版责任编辑 杨学文 张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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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宜春讯 （朱兆恺）“我们
一方面与研究机构合作，在自己的
试验田里做一些富硒品种的研究，
另一方面通过更加科学和精细化
的田间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
的富硒大米。”8月24日，宜春市袁
州区中州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
文晋在介绍宜春大米智慧农业监
管平台上的农田实时画面时说。
近年来，宜春市把富硒产业作为推
进乡村振兴的首位产业和主攻产
业，高标准、高规格、高水平推动富
硒产业高质量发展。

充沛的富硒耕地资源，有利
于富硒作物规模化、标准化种
植。截至目前，宜春市初步探明
富硒和潜在富硒土壤 1545 万亩，
占全市土地面积 55%，其中富硒
土壤 780万亩。

围绕基地建设、主体培育和品
牌建设等产业源头，宜春市坚持基
础先行。以品种优良化、生产标准
化、产业规模化为标准，全市共建
设富硒示范基地 116万亩，打造了
丰城市中国生态硒谷产业园、袁州
区富硒产业园等一批特色鲜明的
富硒产业集群。鼓励涉硒企业扩
张改造、股权重组，培育各类富硒
经营主体 376 家。在支持企业大
力创建自主品牌的同时，积极打造
宜春区域公共品牌。目前，全市共
注册富硒农产品商标 170 个，“高

安腐竹”和“奉新猕猴桃”分别入选
全国区域品牌。

项目带动和科技引领增强产
业发展后劲。富硒农业被纳入宜
春市八大重点产业链之一的绿色
食品（富硒）产业链。产业链招商
小分队通过上门招商，引进了北京
二商集团、四川铁骑力士等一批大
企业来宜春投资富硒产业。去年
以来，全市共签约富硒产业招商项
目52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41个，
投资总额 190.93 亿元。面向硒功
能农业农产品研发与检测等研究，
建成全省唯一的高等学校硒农业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围绕发
展富硒产业关键技术攻关，大力开
展重金属污染富硒稻田土壤修复
试点示范工作，逐步解决轻、中度
污染富硒稻田的安全利用问题。

为提升产业效益，宜春市积极
推进产业集聚和产品加工。依托
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引导贮藏包装、物流
配送、电子商务等配套产业向园
区聚集，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发
展富硒农产品精深加工，形成以
食品加工为主导，以粮油、畜禽产
品、中药材等加工为骨干的农产
品加工经营格局。去年以来，通
过支持企业技改升级，新增生产加
工线 106条、果蔬精选线 37条、建
立研发中心28个。

打造区域公共品牌 建立技术研究中心

宜春推动富硒产业
高质量发展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本报上饶讯 （记者余燕）“这
么快就办好了，谢谢你！”9月 2日
下午，上饶市信州区居民郑瑜在该
区行政服务大厅医保专窗工作人
员徐娟的指导下，几分钟就办好了

“异地转诊人员备案”手续。郑瑜
10岁的儿子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接受治疗，前后花费了
2万多元。“这个手续办完后，孩子
异地就诊时，可以刷医保卡在医院
进行直接结算，大大方便了办事群
众。”徐娟告诉记者。

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进一步
减轻群众负担，本着“让数据多跑
路、群众少跑腿”的原则，上饶市推
出“医保一件事”线下联办便民服
务举措，通过流程再造和信息共
享，整合部门资源、优化业务流程，
加快构建更加便捷、更多层次、更
为高效的跨部门联办模式，实现

“医保一件事”一站式联办、一体化
服务。上饶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和
上饶市医疗保障局联合印发实施
方案，信州区、玉山县作为试点县
区，6月起开展“医保一件事”线下
联办试点工作，医保局、税务局、人
社局和定点医疗机构等部门集中
办理，为办事群众提供更为高效便
捷的服务。办事群众只需携带相

关证件，在医保专窗填写一份“医
保一件事”联办登记表，只跑一次
就可以实现城乡居民或灵活就业
人员参保登记、医保缴费、社会保
障卡办理、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医
疗费用直接结算等 5 件具体事项
联办。截至 9月 2日，已为群众办
理事项1001件。

据介绍，“医保一件事”便民政
策属于“就学一件事”“退役一件事”

“身后一件事”等上饶市“人生十件
事”系列改革举措之一。推进“人生
十件事”一站式联办工作是今年“放
管服”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该市“我
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上
饶市始终把群众方便不方便、满意
不满意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强化
部门联动，加大推进力度，真正把好
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以实实在
在的成效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
新实惠。

据市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
透露，9 月 20 日起，上饶将在全
市范围统一推行“医保一件事”
线上线下联办工作，医保部门负
责“一窗受理”服务，加强与税
务、人社、医疗机构等部门的业
务协同，确保各环节及时推送、
流程交接到位，不断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

上饶“医保一件事”
实现线下联办
医保缴费等5件具体事项“只跑一次”

小康故事

从2000元到50000元的跨越
（见第2版）

南昌，“雄州雾列，俊采星驰”，
“丽”行天时，昌盛可期。

南昌正在积蓄新一轮发展力量，
危机！机遇！奋起！新一届领导班
子指出：我们“等不起”“慢不得”“坐
不住”，必须彰显省会担当。

问题导向寻突破

与自身比，南昌发展还算不错，
群众幸福指数越来越高，花园多了，
空气好了，休闲健身场地就在身边。
但与周边省会相比，南昌差距明显。
地区生产总值5700多亿元，在中部六
个省会城市中排第五；创新动力不
足，研发投入不够，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偏少，大科学装置、大院大所直属
研发机构尚属空白。

总体来说，南昌大企业太少，除
了江铜、江铃、洪都外，知名企业不
多；产业引领作用不突出，过千亿元
产业有 4 个，首位产业（电子信息产
业）营业收入为 1510亿元，仅相当于
武汉首位产业的二分之一、郑州的四

分之一。
南昌人口聚集效应也不明显：市

常住人口为625.5万人，武汉、郑州、长
沙、合肥常住人口均在千万级。现实
是，萍乡人消费大多去长沙，上饶人习
惯往上海、杭州跑，九江人则偏好去武
汉，赣南人喜欢跑广东，省会南昌对全
省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不够强。

差距就是潜力，不足就是努力的
方向，把自己摆进全国省会城市竞争
的赛道，南昌自我加压。新一届南昌
市领导班子向全市干群发出了动员
令：干字当头、问题导向、重点发力、
以上率下，奋力开创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新局面。

外畅内联销全球

南昌要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首
要是大开放，“水陆空”全面发力，为

“买全球、卖全球”提供便利，为江西
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提供强
大助力。

空中依托昌北国际空港，目前空

港通航点有 93 个，其中国际航点 19
个。昌北国际机场“一货站三中心”
（新国际货站、国际邮件互换局、南昌
国际快件监管中心、海关通关中心）
已投入运营，国际邮件、快件、跨境电
商监管实现“三关合一”。三个指定
监管场地（进境水果、进境冰鲜水产
品、进境食用水生动物）即将验收运
营。如今，每天有近 3万票国际邮件
从南昌直接验放出口。

水路依托南昌龙头岗综合码头
江海联运。该码头二期正在建设，将
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从这里报关
的集装箱货物通过九江，抵上海、太
仓等港口出口。

陆路依托向西货运编组站建设
向塘国际陆港，现有南昌铁路口岸、
向塘铁路物流基地，已开通 8条国际
货运班列和 5 条铁海联运外贸班
列。水陆空运输无缝对接、铁海江海
多式联运和通关贸易一体化为特征
的现代集疏运体系基本形成。

向塘国际陆港新城正快速崛起

为全省物流产业集聚度最高的现代
智慧物流园区。投资 10 亿元、占地
400亩的京东亚洲一号南昌向塘物流
园是陆港新城代表项目之一。

在这里，大量的“地狼”AGV机器
人穿梭移动、负重拣货，自动规划路
线、排队、躲避障碍物，场面颇为壮观。

开放大通道、大平台的建设催
生了新业态新模式，跨境电商呈现
爆发式增长。据了解，今年“618”
购物节当天，南昌综保区跨境电商
包裹量就达到 2019 年全年的包裹
量；7 月份的包裹量接近 2020 年全
年的包裹量。1 至 7 月，南昌综保
区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包裹量
占全省的 78%。

产业升级强支柱

南昌提出要在产业转型升级上
发力。

电子信息、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提
升为两个三千亿元级产业，航空制造
提升为千亿元级产业。（下转第2版）

南昌，攀登新高度
本报记者 鄢 玫

（见第4版）

勇立潮头踏浪行
——写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五周年之际

潮头观澜，为变局中的世界把脉开方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
全面阐述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以平等为基础，以开
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推动二十国集团
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
理机制转型。

笃行实干，在开放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

“我们的目标是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

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日子都一天天好起
来！”习近平主席在杭州峰会上的郑重宣示，在中国与世界
各国开放共赢中不断变为现实。

命运与共，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从二十国集团到亚太经合组织，从博鳌亚洲论坛到世
界经济论坛，从金砖国家到上合组织，中国积极倡导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日益丰富，为不同领域
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引。

9月 2日，在位于
横峰经开区的江西万
兴铜业有限公司内，
工人正在自动化生产
线上观察收线情况。
该企业是一家铜材加
工和研发的企业，专
业生产铜杆、铜排等
系列产品，于今年7月
投产，目前公司已完
成产值5亿元，预计年
产值可达 15亿元，实
现税收1亿元。
本报记者 吕玉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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