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在
会昌县文武坝镇
凉州村，蔬菜种植
大棚鳞次栉比，与
绿水、青山、农房、
稻田相互映衬，构
成一幅初秋的美
丽乡村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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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砥砺前行。过去五年
来，南昌县交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答卷。

这 里 是 县 域 经 济 的 排 头 兵 。
2020 年，在全国县域经济与县域综
合发展百强评比中，南昌县跃升至
第 21 位，较 2016 年的第 38 位阔步前
移了 17 位，百强县排名实现“十二
连升”；

这里的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绿色
食品、医药医器等三大主导产业持续
壮大，建筑行业爆发式增长，智能装
备制造、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也向着千亿产业蓄势发力；

这里倾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
以改革破除发展藩篱，以开放拓展发
展空间，以创新挖掘发展潜力。2020
年，南昌县位列“中国营商环境百佳
示范县市”第 17 位；小蓝经开区入选
全省首届“十佳营商环境工业园区”。

…………
不靠海，不沿边，在全球经济下

行压力不断增加、疫情防控成为常态
的大背景下，这个内陆县连续多年领
先领跑，稳居江西县域经济发展第一
县。五年来，南昌县持续发力，一路
赶超，在全国县域经济中脱颖而出，
且仍然保持着强劲上升的态势。

“一区四园一中心”
激发县域经济发展动能

南昌县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内，江西海力万欣建筑装配式工程有
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在崭新的三一重
工 PC 生产线上对预制叠合板、预制
外墙、预制内墙等预制构件进行钢筋
捆扎和焊接作业，仅需 8 名工人就可
完成整套流水线作业。

“这条生产线最大的特点就是效
率高，一条可以达到以前的模线 2 至
3 条线的产能。”江西海力万欣公司生
产经理李方良说。

江西海力万欣的发展，见证了武
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的裂变扩张。
该产业园是全省首个装配式建筑工
业园区，2016 年成立以来，先后引进
了 32家装配式建筑企业，为全县提供
了 500 多万平方米的装配式建筑供
给。2020 年，产业园产值超过 260 亿
元，实现税收近 8000 万元，预计今年
产值将超过 300 亿元、完成税收 1 亿
元以上。

产业强，则县域强。“十三五”期
间，南昌县集全县之智、举全县之
力，构建了以小蓝经开区、向塘物流
园、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千亿建
筑科技产业园、南新滨江工业园、滨
江商务科创中心为主战场的“一区
四园一中心”产业布局，为县域经济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2020 年，小蓝
经开区营业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
完成 1219.6 亿元和 1208.4 亿元，稳居
全省开发区“前三甲”；向塘物流园
加速崛起，落户了 7 家世界 500 强企
业、8 家上市公司、20 余家物流领军
企业，各类仓储面积超 50 万平方米，
成为全省物流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园
区；武阳装配式建筑产业园获评“中
国建材园区 20 强”，并被认定为第二
批国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园
区类）；千亿建筑科技产业园入驻各
类建筑企业 70 余家；南新滨江工业
园依托码头岸线发展工业的态势良
好……

“一区四园一中心”共同发力，南
昌县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始终保持“总
量全省领跑、增幅持续高于省市平均
水平”的发展态势。2016 至 2020 年，

该县地区生产总值由 734亿元增长到
1048 亿元；财政总收入和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分别由 105 亿元、59.2 亿
元增长到 141.3 亿元、76 亿元，连续十
一年稳居全省第一。

特色产业集聚
强链补链积蓄发展势能

8 月 26 日下午，一趟满载 100 台
（套）江铃汽车轻卡 CKD 成套散件
（货值近 104 万美元）的中远海运“江
西制造”铁海联运专列从南昌向塘国
际陆港驶出，随后在厦门港接转中远
海运海船至越南胡志明港。据悉，今
年上半年，江铃出口整车 1.6 万余台，
接近去年全年的整车出口量。

“今年，我们汽车出口业务明显
增长，得益于向塘国际陆港和中远海
运公司优质、高效的出口服务，保障
了江铃汽车海外订单的及时交付，从
而提升了产品的海外竞争力。今年 1
至 8 月，公司出口额突破了 3.1 亿美
元。”江西江铃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物流部经理马军说。

江铃进出口公司贸易快速增长，
是南昌县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经济繁
荣发展的一个缩影。“十三五”期间，
南昌县发挥比较优势，持续强化产业
支撑，着力打造优势明显、布局合理、
配套完备的特色产业集群，为县域经
济发展凝聚起快速发展的势能。

江铃富山新能源整车基地、济民
可信生物医药产业园、上海沪工装备
制造基地等一批引爆性项目竣工投
产，汽车及新能源汽车、绿色食品、医
药医器等三大主导产业持续壮大，智
能装备制造、半导体、新材料新能源
等三大新兴产业蓄势发力。

小蓝·泰豪 VR产业园、江西移动
小蓝数据中心、中国联通 VR/AR 研
究基地等一批数字经济领军项目先
后启动推进，小蓝数字经济产业园加
快建设；1086 个 5G 基站投入使用，飞
尚科技入选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
试点示范项目，制造业和数字经济

“双轮驱动”，南昌县工业正在向高端
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此外，该县
的建筑产业也在迅速裂变扩张，2020
年全县建筑企业总数达 330 家，建筑
业总产值达 1576 亿元，“中国建筑之
乡”品牌越来越响。

工业向高端化迈进，农业向品牌
化发展，服务业向多元化拓展，全县
三次产业协调并进，三次产业结构由
2016 年的 7.2∶61.5∶31.3 调整优化为
2020 年的 6.8∶53.3∶39.9，现代化产业

体系基本形成。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培育长远发展潜能

近日，南昌市路腾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的工作人员童鸿建来到在南昌县
行政审批局政务服务大厅，办理企业
变更业务。让他没想到的是，两天后
他就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按照以往
经验，至少需要一周时间，现在压缩为
两天，真的让我有些意外。”童鸿建说。

童鸿建所感受到的贴心服务，是
南昌县送给落户企业的“厚礼”。为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南昌县出
台了《企业注册登记“审核合一、一人
通办实施办法”》，进一步优化了审批
环节，由之前的“一审一核”优化为

“审核合一”，企业登记材料只需“一
人通办”即可办理，减少了审批环节，
缩短了审批时限。

营商环境就是竞争力。“十三五”
期间，南昌县持续聚焦“项目推进、政
策落实、服务企业、企业感受”四条主
线，以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为导
向，持续优化服务，推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

从“进百家门，办百件事”到“进
一家门，办百件事”，从“线下办理”到

“一网通办”……五年来，南
昌县不断深化“放管服”

改革，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在政务服务
体系上探索实施了
一批突破性、引领
性改革，不断提升
政务服务办事能
力和服务水平，真
正实现便民利企。

目前，企业在该县办
理开办业务，时限由

改革前的 21 个工作日减
少为 1 个工作日；投资项目

审批时间平均减少 72%。南昌县行政
审批局自 2017 年 4 月 19 日成立以来，
共办结各类行政审批事项 14万余件，
按期办结率 100%，其中 85%的办件量
都能当场受理、当场办结，马上办好。

服务不断提效，企业结伴而来。
2019 年，南昌县新开设企业数量达
4802 家，同比增长 39.5%；2020 年，新
开设企业数量达 5694家，在疫情影响
下仍同比增长 11.8%；2021 年 1 至 7
月，新开设企业数量达 3769 家，再创
历史新高。

南昌县，已成为投资者兴业的沃土。
（胡雪萍 李 悭 江 辉）

图片由南昌县小蓝经开区提供

凝心聚力谋发展 乘风破浪开新局
——南昌县（小蓝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走笔

江铃汽车全自动生产线江铃汽车全自动生产线

铁海联运外贸专列开行

“来，跟我念，1、2、3、4、5……”“1、2、3、4、
5……”8月 21日上午，在南昌市广润门街道直
冲巷社区一栋老式楼房的 7 楼，传来一段这样
的对话。

这不是孩子的咿呀学语，而是一名 50 余
岁的偏瘫患者正在练习发音，以努力回归正
常生活。患者叫杨春林，教他发音练习的是
南昌市章金媛爱心奉献团的志愿者胡灿莹。
2009 年，43 岁的杨春林突然中风导致右侧肢
体偏瘫并失语。2011 年，胡灿莹与他对接。
自此，开启了长达 10年的爱心接力。

8 月 21 日 9 时，章金媛爱心奉献团志愿者
再一次上门为杨春林做康复理疗。这一次，队
伍里有近70岁的专业康复指导万雪梅，也有还
在医院实习的护理学校学生，带队的则是92岁
高龄的章金媛。作为我省第一个获得南丁格
尔奖章的护士，“章金媛”3 个字已成为传承南
丁格尔精神的旗帜。记者看到，杨春林在一群
志愿者中笑声不断，他能独立行走，并准确地
发出“1、2、3、4、5”等数字的发音；志愿者们走
的时候，他还能乐呵呵地说几句简单的告别
语：“章老师再见。”“万老师再见。”

离开杨春林家，已是 11 时，章金媛又带着
志愿者们来到南昌市状元桥社区毛家园小
区。这一站，她们要服务的对象是 102 岁高龄
的熊浩衍老人。因为不习惯与子女同住，老人
一人住在老式楼房的 4 楼。得知这一情况后，
章金媛爱心奉献团中来自南昌市洪都中医院
的闵春华便于 2004 年担负起老人的日常护理
工作。当日，看到志愿者们来了，老人特别开
心。在例行各项身体指标检查后，章金媛动手
示范教他做手指操，并告知老人在日常生活中
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是江西省红十字会大力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关爱老人·情暖夕阳”
红十字志愿服务，打通居家养老志愿服务“最
后一公里”的两个片段。

在南昌市，章金媛爱心奉献团扎根城市社
区20年，坚持开展志愿服务，以医院—社区—家
庭—志愿者“四位一体”和居家护老“五全”（全
人、全家、全护、全面、全程）的志愿服务模式，让
老年人（需康复患者）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专业
的护理服务。

在吉安市，该市红十字会联合吉安仁安医
院发起中医康复治疗救助项目，致力于为全市
2000 名中风后遗症、颈椎腰腿痛、四肢功能障
碍、身体瘫痪或半瘫痪等需要中医康复治疗的患者提供医疗救助，以
保障他们的生活需求。根据项目实施计划，患者进行住院治疗，通过
正常医保结算出院后，自费部分可获得相应救助金补助。据统计，今
年5月项目实施以来，已救助全市13个县（市、区）病患125人次。

在九江市，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按照“有爱心、有热情、有时间、
有计划、有能力、有活力”的要求，先后组织开展送健康、送快乐、送
温暖、送技能、送理念等“五送”志愿服务 140 余次，服务时长 1 万小
时，受益 4.2 万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7 万余份，在全市奏响了一曲曲

“红十字之歌”。
记者从省红十字会了解到，随着社会老龄化、空巢化加剧，我省

失能、失智老人不断增加，急需专业的护理和照顾。2021年，为打通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江西省红十字会整合志愿服务力量，计
划在全省100个县（市、区）成立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就近为群众提
供志愿服务。目前，全省各级红十字会新增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
110支、红十字志愿者 2.7 万余人。按照统一队伍名称、统一相关标
识、统一着装上岗、统一服务内容、统一签订承诺、统一网络管理的

“六统一”原则，承担健康养老、应急培训、心理援助、人道救助、捐献
咨询、宣传动员的“六服务”任务。

1至7月，各级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
农村、进医院、进养老机构开展志愿服务，受益10.37万人次，参与志
愿者7115人，服务时长2万余小时。“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这些戴
着红十字标识的志愿者，是医者，也是服务于各社区的忙碌“小蜜
蜂”，她们以自身的能量诠释着“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

“难以想象，在外务工收入还不及在
家务工的一半。”8 月 16 日，修水县马坳
镇黄溪村脱贫户何秀莲养完最后一批
蚕后就安心在村里的蚕丝加工厂务工
了。去年，何秀莲的年收入达到 10 多
万元。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我省统筹省
内、省外两个就业市场，健全一个稳岗系
统，扶持一批特色种养业，搭建六类就业
平台，以此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截至 7 月底，我省脱贫劳动力实现
就业 132.6 万人，就业率达到 77.4%。其
中，省外就业52.6万人，省内县外13.0万
人、县内就业 67.0 万人。就业规模比去
年的130.9万人多出1.7万人，增幅1.3%。

健全一个稳岗系统，做优
就业长效机制

“打工不用‘北上广’，家门口把工作
找，工资待遇并不低，上班环境好得很，
大家不信跟我走，保管舒服又舒心。”今
年大年初一，招聘宣传车开进抚州市临
川区各乡村。他们根据收集的脱贫群众
就业意愿，在乡镇、村文化广场举办专场
招聘会，让脱贫户在家门口早日实现
就业。

今年 2 月，贵溪市 8 个乡镇 32 辆专
车“点对点”接送求职人员进入企业面

试。仅用一天时间接送 760 人，现场达
成求职意向382人，其中脱贫人口56人。

临川区、贵溪市等相关部门主动出击，
及时搜集招聘信息和就业需求，这得益于
我省依托就业扶贫数据库、就业扶贫码、就
业监测分析平台，建立了“一库一码一平
台”稳岗就业监测系统。这个系统帮助各
部门开展精准服务，跨省“点对点”输送脱
贫人口2.2万人、边缘易致贫人口263人。

同时，为确保脱贫户稳岗就业，我省
不断完善“二扩二贷十补贴”政策，将脱
贫人口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享受就业
补助资金补贴；给予创业担保贷款、产业
扶贫信贷通扶持；实行社保、交通、扶贫
车间等10项补贴政策。

一个监测体系，一套政策扶持系统，
确保江西实现脱贫人口“就业规模稳定、
劳务输出不减”目标。

扶持一批特色种养业，拓
展就业空间

“我家养了猪、鸭、鹅、兔、鸡，还种了
十几亩果树。依靠种养殖业，我不仅挣
钱、顾家两不误，还带动一批人就业。”万
载县白水乡槽岭村柏子组脱贫户刘华平
在扶贫干部帮助下，从养猪入手，逐渐从
养殖能手转变成创业致富带头人，连续
两年盈利10多万元。

同样，在依托余干县大塘乡的大明
湖万亩花海基地，以脱贫户为主组建的
余干县悠趣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250余
户脱贫户发展苗木种植等产业，吸收 55
名脱贫人员就业。脱贫户不仅可以参与
分红，还在基地务工，月工资近2000元。

为解决脱贫户就业，我省以产业兴
就业，从政策扶持、保障支撑、规范发展
等方面，扶持一批特色种养业。我省积
极落实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新政策，对于5
万元（含）以下的贷款，原则上仍维持全
额贴息的政策不变。从规范发展上，我
省制定一批特色种养业产品生产质量安
全标准，创建一批标准化集成示范基地，
培育绿色食品1400个、有机农产品2500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100个。

目前，我省已建成扶贫龙头企业
2166个，带动脱贫户 1.2万余户，稳定带
动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贫户就业 1.3 万
余人；建有带贫农民专业合作社 1.17 万
余个，稳定带动脱贫人口或边缘易致贫
户就业 5.13 万人；建成带贫家庭农场
1803个，稳定带动脱贫人口和边缘易致
贫户就业5170人。

搭建六类就业平台，让有
意愿者能就业

每日清晨，59 岁的钟荷秀负责清

理于都县岭背镇桂林坑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的垃圾；清扫工作完成后，她又
来到安置点的扶贫车间剪线头，两项
工作每月能挣 2500 元左右。“年龄大
了，在外面很难找到工作，幸亏安置点
有公益岗位，还有扶贫车间。”钟荷秀
乐呵呵地说。

搬得出、稳得住、有就业，江西在
建设此类安置点时，因地制宜布局就
业项目，建设扶贫车间、产业基地等，
增强搬迁安置点集体和搬迁群众的

“造血”功能。截至 5 月底，全省搬迁脱
贫户配套建成扶贫车间、光伏电站、冷
链仓储基地等各类产业项目 431 个；在
全 省 搬 迁 脱 贫 人 口 中 ，已 实 现 就 业
3.18 万户 6.38 万人，基本实现有就业意
愿的搬迁劳动力家庭至少 1 人就业。

我省在安置区做好用工企业、工业
园区、扶贫车间、专业合作社、公益岗位、
非正规就业组织等六类就业平台。鼓励
和引导当地企业和用人单位优先吸纳脱
贫劳动力就业；对自身就业能力弱的，采
取以工代赈、扶贫车间和开发公益岗位
等方式，提供兜底就业帮扶。

截至 7 月底，我省就业帮扶车间发
展到 2875个，吸纳脱贫人口 2.7万人，全
省公益岗位安置脱贫劳动力达 16.5
万人。

稳就业，托起稳稳的幸福
我省打造就业帮扶体系筑牢脱贫根基

本报记者 陈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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