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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从来都是红谷滩区党委、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红谷滩区深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为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红谷滩区教体

局探索出“1+2+3”模式，引导区域内各学校开展丰富

多彩的课后服务。全区 29 所中小学校课后服务覆盖

率达 100%。

为了满足辖区居民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今年8
月初，红谷滩区发布公告，将新增九龙湖阁皂山大道学校

和石钟山路学校两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今年即可开工；

今年 11 月初，红谷滩区发布的《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及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再提出，红谷滩将

新增 16所学校；

今年以来，红谷滩区还打造了省级示范园 7 所，市

级示范园 8所。

“十三五”期间，红谷滩区始终坚持大手笔投入，

全区累计投入 26 亿元，一座座现代化校园如雨后春笋

般拔地而起；坚持引品牌、创品牌，快速提升教育水

平，一个体制新、资源优、质量高、社会影响大的教育

发展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学在红谷滩”教育品牌越来

越响亮。

学有优教，病当有良医。

漫步在沙井片区，可见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北院、

省儿童医院；深入红角洲片区，赫然矗立着南昌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凤凰洲片区省人民医院，九龙湖片区

省妇幼保健院已全面营运，南昌市第一医院和南大附

属眼科医院正加快建设……

通过引进省、市三甲医院入驻，省、市优质卫生资源

正在红谷滩区快速聚集和逐步实现全覆盖，全区人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高层次的优质医疗卫生服务。

沙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柏阳介绍，今年

年初，中心在普贤社区新设立了面积约 600 平方米的

卫生服务站，包含医疗、护士站、中西药房、公共卫生、

中医科等，购置了中医体质辨识仪等设备。

“中心还组建了8支家庭医生团队，定期走进辖区的

23个社区，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内容的健康教育，今年已

进社区开展健康教育讲座32次、义诊45次。”王柏阳说。

一枝一叶总关情，共建共享为民生。“十三五”期

间，红谷滩区累计投入民生工程资金 161 亿元，年均民

生支出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5%以上，连续五年保持

30%以上的高位增长。2020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48600 元、20859 元，5 年来，年

均增长 7.4%、8.0%。城镇贫困人员参保实现全覆盖。

打造社区邻里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基层服务阵

地 87个，打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红谷滩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千方百计富民、惠民、利民、安民，实现‘学有

优教、病有所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红谷滩区

委副书记、区长刘光荣说。

下一步，红谷滩区将继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大力

发展托幼服务、学前教育，着力破解中小学“大班额”

“择校热”等问题，扎实开展“双减”行动，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坚持“引品牌”与“引名师”双向发力，不

断打响“学在红谷滩”教育品牌；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加快推

进区级合作性医院建设，探索建立省、市、区医疗卫生

共建机制，深化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推进镇（街、处）、社

区医疗卫生力量整合，有效提升医疗卫生水平。

红谷滩区还将继续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

平统一、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保障

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加强对下岗失业人员、高校

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就业服务，完善困难

人群就业帮扶机制，健全企业稳岗扶持政策体系；加大

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新征程成就新幸福。红谷滩

全体干部正在为人民群众奋斗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红谷滩区：强产兴城勇争先 续写时代新荣光
十九年来，红谷滩区荒滩筑城、拓展新城，开创了南昌“一江两岸”“双城拥江”新格局。

十九年来，红谷滩区推动“三次跨越”行稳致远，城市功能全面拓展，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综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赣江西岸发生历史性巨变，一座时尚魅力现代

新城迅速崛起。

十九年来，红谷滩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改革创新纵深推进，社会事业长足进

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展示窗口。

回眸过去，豪情满怀；展望未来，信心百倍。下一步，红谷滩区将按照“全省示范

领先、中部比肩赶超、全国进位争先”目标，大力实施产业强区、品质提升、创新驱动、

内外开放、要素保障、共建共享“六大战略”，全力打造高端产业集聚区、省会形象展

示区、改革创新引领区、扩大开放示范区、优质功能承载区、幸福生活优享区，为助力

南昌市率先“作示范、勇争先”，再展英雄城雄姿，续写新的时代荣光作出红谷滩区新

的贡献。

摊开红谷滩区的产业发展地图，VR跃然纸上。

落户红谷滩 6 年之久的南昌小核桃科技有限公

司，其 VR 智慧教育在行业内已有一席之地。6 年前，

他们看中了红谷滩区大力发展 VR 产业的潜力，自此，

借力 VR 产业发展的大潮，从当初只有三五个人、年产

值几十万元的小公司，一跃成为当前 50 多人、年产值

2000多万元的行业骨干。

“我们坚持科技领先的战略，自主研发了多人 VR
智慧课堂系统、Cave沉浸式教学系统、AR 辅助实训系

统等多项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性产品。”小核桃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鹏说。

小核桃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见证了红谷

滩区近年来在 VR 产业上的发力。近年来，以应用

牵 引 为 突 破 口 ，VR 产 业 正 促 进 企 业 、人 才 、项 目 在

这 里 加 速 集 聚 ，成 为 发 展 新 经 济 、培 育 新 动 能 的 关

键一招。

不仅是产业发展，群众的生活中也处处可见VR。

在红谷滩区凤凰家园社区，居民刷脸就能无感通

过社区门禁；AI 摄像头自动捕捉异常现象，并生成警

示信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五保户长时间未出家门，

将自动报警……VR 智慧社区建设带来的红利，已成

为VR智慧应用的一处生动场景。

无论是教育、文旅、商贸，还是党建、综治、消防，

红谷滩区已与VR深度融合。

率先打响全球城市级 VR 产业发展“第一枪”后，

红谷滩区一步一个脚印，从 3600 平方米的孵化空间到

11 万平方米的产业基地；从屈指可数的几家 VR 企业

到如今的 168 家；从一两个人的本地小微团队到高通、

微软、华为、HTC、联想等行业龙头进驻，企业产值从

无到有，再到年产值突破亿元……

目前，红谷滩区已成功举办四届世界 VR 产业大

会，并成为永久会址，建成 VR 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16
个，江西 VR+5G 创新展示中心、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

真示范实训基地正式运营，数字经济营收（全口径）突

破 100亿元。

VR 发展的大潮，已向红谷滩区澎湃涌来。在这

股大潮下，红谷滩区的产业发展也朝着更高精尖的方

向不断前进。

如今的红谷滩区，入驻各类金融机构和企业 1169
家，金融商务区贡献各类税收超百亿元，金融增加值

稳居全省各县（区）第一，省域金融中心基本建成。打

造了“五大商圈”“十大商业综合体”“四大夜经济特色

街区”，服务全省、辐射中部的商务服务示范中心初现

雏形……

数据能够说明一切。如今的红谷滩区，一产退

出，二产淡出，三产突出，产业格局已从建筑和房地产

业“一枝独秀”迈向以 VR 为引领的“多点开花”的新阶

段，全区三次产业结构比由 2010 年的 0.48:55.61:43.91
调整到 2020年的 0.2:9.8:90。

“下一步，红谷滩区将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坚持走产业主导、产城融合的发展道路,加快

构建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具有红

谷滩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红谷滩区委书记吴江

辉说。

一方面，红谷滩区将围绕数字经济向规模化提

速。围绕建设数字经济江西总部和 VR 产业中国总部

目标定位，全面构建“一城九园多点”的产业布局。加

快推进南昌 VR 科创城转型升级，全力争创省级高新

技术产业园区。全力争创国家级虚拟现实创新中心、

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两张名片。用

好世界 VR 产业大会品牌，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链主

及其上下游企业，全力推进VR产业集群发展。

另一方面，红谷滩区将围绕现代服务业向集聚化

提升。加快金融产业、总部经济、商贸文旅会展等产

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动现代服务业加快

聚集、提质升级。聚力金融产业，深化实施“招大引

强、补链强链”工程，优化和完善金融产业链，不断提

升金融商务区影响力和带动力。积极打造江西（红谷

滩）金融科技产业园，加快引进各类优质金融科技企

业，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一亿中流

上市加速器”孵化功能，着力引进、培育一批优质上市

后备企业。深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南昌西站北广场

城市设计，以北广场为核心，辐射全区，打造总部基地

城市核心，积极引进跨国公司、央企和大型民企设立

区域总部机构。

一座城市犹如一件艺术品，精雕细刻才能彰显

风骨。

十九年的征程中，红谷滩区围绕城市品位形象，

精心雕刻，细致琢磨，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城市

功能不断完善，城市品位显著提升。

精雕细刻中，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红谷滩区大力

推进九龙湖片区开发，九龙湖城市副中心格局已然形

成。持续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实施了凤凰洲市民公

园、九龙湖公园等景观绿化工程，“城市会客厅”“形象

窗口”名片更加突出。加快推进交通路网建设，“七横

六纵”的城市交通格局初步形成。率先推进智慧城市

和海绵城市建设，获评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示范区。

精雕细刻中，城乡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变。红谷滩

区全面推进第三次开发，建设城乡道路 109 条，建成

路网 168 公里，地铁 1 号、2 号线建成通车，“七横六

纵 ”交 通 格 局 初 步 形 成 ，建 成 区 面 积 达 100 平 方 公

里。建成公园绿地 52个，绿化总面积达 8050公顷，绿

化覆盖率达 46%。

精雕细刻中，红谷滩区不断“长大”，从最初的

4.28 平方公里到 50 平方公里，再到现在的 175 平方

公里；红谷滩区还在不断“长高”，从原来的低矮平

房到高达 303 米的“双子塔”拔地而起；红谷滩区在

不断“扮靓”，一片滩涂变成高楼林立，秋水广场音

乐悠扬，九龙湖公园碧波荡漾，VR 科创城的科技气

息正浓。

格局在扩大，城市在更新，红谷滩的建设在向前。

今年启用的“智慧跑道”系统，是给红谷滩在城市

建设精雕细刻中作的最好注脚。

5 月 1 日，红谷滩区将科技融入“智慧跑道”建设，

首条“智慧跑道”正式投入使用。

早上，踏着彩色跑道，呼吸着微凉的江风，在赣江

市民公园“智慧跑道”上的晨跑一族们已经热汗涔涔。

赣 江 市 民 公 园 智 慧 健 身 跑 道 项 目 总 长 约 800
米，建有透气、透水型彩色塑胶面层跑道，并安装智

慧屏幕、亮化、人脸识别等智慧系统，设置了 3 个数

据采集点和 6 台设备，包括 3 台人脸打卡服务站、2
台人脸互动智慧屏和 1 台智能存取包柜，让运动更

加舒适与便捷。

慢跑在“智慧跑道”上，160 米高的“南昌之星”摩

天轮缓缓转动，一线江景映入眼帘，白鸽、鲜花、绿植

相依相伴，市民的矫健身姿与“智慧跑道”一道，形成

了赣江市民公园美丽的风景线。

精雕细刻中，红谷滩区整座城市颜值与气质让人

眼前一亮。不论是晨曦微露，还是傍晚时分，高楼大

厦鳞次栉比、老旧小区面貌一新、公园游园绿意盎然，

霓虹闪烁的景观树彩灯、流光溢彩的楼宇，把红谷滩

区装扮得分外闪耀，彰显着城市的发展活力……

风景线还在持续扮靓。

下一步，红谷滩区将继续紧扣“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目标定位，深入贯彻“四精”理念，优化空间布局，

推进城市更新改造，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建设高颜值、

现代化、国际化的时尚都市、智慧之城，打造省会南昌

形象展示的窗口。

——规划设计突出特色。坚持适度超前原则，以

开放的眼光、先进的理念规划设计城市，围绕构建“两

轴两廊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积极构建高质量发展

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对照一流滨水城市，高

标准规划“一江两岸”城市设计，彰显最美赣江风光带

魅力。高标准规划设计九龙湖新城西部组团，打造全

省产城融合的标杆区域。加快生米片区生态保护、有

序规划开发，建设集都市农业、旅游度假、休闲居住为

一体的特色小镇。

——基础设施提升成色。着眼长远、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有序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实现“面子”和“里

子”同步提升。加快推进南昌 VR 科创城基础设施、

九龙湖科创城市政道路建设，不断拉开城市构架，大

力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力争五年内全面完成九龙湖新

城昌樟线以东片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断

头路”畅通工程、“瓶颈路”拓宽工程，构筑快速、通达

的路网体系。积极配合九龙大桥建设，加速跨江联动

发展。加大停车场、充电桩、市民公园、垃圾中转处理

站等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城市管理擦亮本色。坚持以法治化管理城

市，加快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

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新体制。常态化开展文

明城市、卫生城市创建，广泛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重点加强“背街小巷”环境治理，积极做好垃圾

分类工作，推动红谷滩从“大建大美”向“精建精美”

转变。加快推进“城市大脑”平台建设，推广建设共

享单车“电子围栏”，持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科学

化、智慧化水平。

转型蝶变 绘就产业发展新蓝图

精雕细刻 塑造提升城市新形象 共建共享 谱写和谐幸福新乐章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南昌市红谷滩区委宣传部提供）刘 磊/文

省人民医院红谷滩分院省人民医院红谷滩分院

俯瞰红谷滩俯瞰红谷滩 马马 悦悦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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