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攀“高”不止步 从“新”再出发
南昌高新区高质量发展亮点回眸与前景展望

秋冬时节，行走在南昌高新区，目之所及，一派繁忙景象

——招商引资马不停蹄，创新创业热潮涌动，项目一线建设正

酣，生产制造争分夺秒……

从 1991 年走来，而立之年的南昌高新区正英姿勃发、风华

正茂。作为全省开发区的龙头，南昌高新区始终与国家、省市

战略高度契合，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

从艰苦创业的“青山湖时代”，到崭露头角的“艾溪湖时

代”；从提质增量的“瑶湖时代”到高质量发展的“鄱阳湖时代”，

时代不断赋予南昌高新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而南昌高新区也

一次次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答卷。

特别是“十三五”期间，随着改革全面发力，发展蹄疾步稳，

南昌高新区已然发生了深刻蝶变——

综合实力大步跃升：2020 年在全国 169 个国家级高新区综

合排名中列第 26 位，实现“六连升”，进一步站稳国家级高新区

“第一方阵”；

经济指标屡创新高：2020 年园区总收入达到 5090 亿元，工

业主营业务收入达 3066.09 亿元，成为全省主营业务收入唯一

突破 3000 亿元的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势头强劲：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营业收入

相继突破千亿大关，以电子信息、航空制造、数字经济、医药健

康、新材料为主导的“2+1+2”高新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壮大……

一组组数据昭示着，五年来，南昌高新区经济运行“稳”的

基础在巩固，“进”的态势在延续。此外，这里生态持续向好、社

会平安稳定、改革纵深推进、民生不断改善、文化日益繁荣、城

乡面貌焕然一新，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愈发清晰、步伐愈加稳健。

作为全省工业的主战场、经济发展的主阵地，新征程上再

出发，南昌高新区将紧扣省委、市委要求，以助力南昌“率先‘作

示范、勇争先’，再展英雄城雄姿，续写新的时代荣光”为己任，

当仁不让、勇挑重担，推动全区发展向着更高质量、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迈进。

前不久，南昌高新区企业晶能光电成功制备了硅衬底

红光 Micro LED，成为国内率先攻破硅衬底 GaN（氮化镓）

基三基色 Micro LED 的企业。这是继晶能光电依托南昌

大学江风益教授为首的研发团队，开辟出全球第三条蓝光

LED 技术路线之后，在 LED 领域又一次关键技术的突破，

推动着南昌向点亮 LED“中国芯”加速迈进。

晶能光电的创新，只是南昌高新区以创新驱动发展的

一个缩影。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南昌高新区开发建设较晚，

不具备先发优势，但是该区以创新为引领，高位起步，精准

落子。

熟悉她的人也许知道，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姓

“科”名“高”，即科技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多年来的发

展定位和产业路径，决定了她的血液中必须有创新的基

因。特别是 2019 年 9 月，随着以南昌高新区为核心区的鄱

阳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顺利获批，该区更是把科技创新

摆在了首要位置。

在南昌高新区，创新的脉动不断跳跃，创新的脚步从未

停滞。电子信息领域，该区实现了 LED 从设备、材料、芯

片、封装到应用全产业链自主知识产权，区内企业中微半导

体公司介质刻蚀机 MOCVD 设备填补了国内空白；航空装

备领域，冠一通飞公司研制了我国“民企造”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通用飞机 GA20，洪都公司 L15 高级教练机（AJT）

研制项目荣获 2019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生物医药

领域，弘益药业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首个多靶点抗

肿瘤创新药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药制造现代化—固体

制剂产业化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荣获 2019 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一项项领先技术，勾勒出创新发展

的思路，也展现了该区在产业赛道上从“制造”到“智造”，从

“跟跑者”到“领跑者”的跨越。

放眼高新，其科技创新动力澎湃，秘诀何在？

原来，近年来，该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点

围绕“一带、一岛、一园、三城、千企、多点”的创新区域布局，

推动科技创新落地见效、开花结果。2020 年，该区 R&D 经

费投入占全区 GDP 比重已经由 2015 年的 2.5%增加到 5%。

创新一子落，发展满盘活。在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

强大牵引下，南昌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劲头十足。“十三五”期

间，该区累计申请专利 3 万余件、获专利授权 2 万余件，均位

居全省前列。

尽管如此，对比佛山高新区、苏州高新区等发达省份的

强手，南昌高新区仍面临压力和挑战。

立足“十四五”，面对省市新要求，南昌高新区将牢牢把

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坚定不移走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在创新平台建设、创新机制构建、

创新力量汇聚方面进一步寻求突破。

一方面，突出与中科院等大院大所项目化合作，突出战

略创新平台建设，力争把中国（南昌）科学岛建设成电子信

息技术领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另一方面，突出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实现“3 亿元以上产值企业研发机构

全覆盖”，重点推进华勤图灵研究院、龙旗研究院、天珑研究

院、江铜研究院等龙头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实施科技型企业

梯次培育行动，力争到 2023 年，全区企业创新能力完成 4 个

1000（高企 1000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000 家、研发机构 1000
家、在孵企业 1000 家）目标。

科技创新，人才是支撑。为了推动创新，南昌高新区不

计代价筑巢引凤。除了大力实施“瑶湖英才”计划，制订出

台具有高新特色的完整人才政策体系，还不断完善人才各

项生活配套。未来，该区还将全面策应十万大学生和技能

人才来昌留昌创业就业行动，开展招才引智活动 100 场次，

深化与省内高校交流，推动与华勤、龙旗等龙头企业在人才

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打造产教融合示范

区，力争每年吸引 3 万名大学生及技能人才来区就业创业。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南昌高新区还将加快省高

层次人才产业园二期建设，搭建高层次人才交流平台；充

分 发 挥 40 亿 元 省 高 层 次人才产业基金（母基金）、1 亿元

VR 人才基金等作用，最大限度满足主导产业人才项目的

资金需求。

因科技而兴，因创新而进。凭借创新这一最大引擎，南

昌高新区将继续勇立潮头、勇闯新路。

11 月 24 日，华勤技术千亿产业园正式开园。这是华

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继 2017 年落户南昌高新区，投资 40
亿元建设南昌华勤一期之后，继续追加投资的一个百亿元

项目。该项目将全面布局华勤千亿智造生产基地、华勤千

亿配套产业基地、华勤千亿品牌物流结算中心三个千亿级

产业计划。这一引爆性项目将助推该区电子信息产业加

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参与国内乃至全球市场竞争。

电子信息产业是支撑南昌高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

2020 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达 1005.75 亿元，成为该

区第二个千亿级产业。主导产业招商中，大企业、大项目

为何会频频“相中”南昌高新区？

“这里优质的服务更加坚定了我们的选择。”南昌华勤

电子总经理高尧升一句话给出了答案，他说，公司已将笔

记本电脑生产线及相关订单生产转入南昌。

事实上，吸引客商的，不只是服务，更是这里完善的产

业链配套。

在上个月底刚结束的 2021 中国航空产业大会暨南昌

飞行大会中，总投资额 265 亿元的 24 个航空产业项目正式

签约。南昌沪航工业有限公司的 20 亿元航空零部件项目

是其中之一。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余定辉表示，之所以选择

落户南昌高新区，主要看中这里拥有中国商飞、洪都公司

等“链主”企业，以及这里日益完善的航空产业链。

以“链主”企业吸引带动产业链其他企业，形成了全链

受益的发展态势。

考虑到客户华勤的笔记本电脑业务在南昌高新区，为

了形成配套，去年，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将其摄像头镜

头供应链引入，今年出货量预计可达到百万级，未来三年

有望实现每年 50%以上的增长。

产业集聚、循环畅通，离不开精准招商。近年来，围绕

主导产业，南昌高新区转变招商模式，变过去的“捡进篮子

都是菜”为“提着篮子选好菜”，大力开展链式招商。一方

面紧盯“链主”企业，力争形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的乘

数效应；另一方面，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集群化

发展，全面构建上下关联、彼此赋能的产业生态圈。

项目体量要加大，产业质量更要提升。“十四五”期间，

该区将继续坚持“项目为王”理念，一方面聚焦“高大上”项

目，推动产业提档升级迈向“高精尖”，重点支持江铜、正邦

等传统企业智能改造、转型升级，支持 LED 龙头企业抢占

技术制高点、扩大市场份额，以及移动智能终端企业迈向

产业链中高端，其中包括：支持华勤在南昌打造三个千亿

级工程，支持龙旗形成年产 5000 万台全品类终端产品出

货量，支持欧菲光从智能手机业务逐步向 PC、AIOT、汽车

方向转变等；另一方面，将聚焦“链群配”，重点建设全球重

要的移动智能产业重镇、国内领先的航空产业重镇、LED 产

业重镇、医药健康产业重镇、数字经济产业重镇等五大重

镇。力争到2025年，电子信息、航空制造、医药健康、新材料

四大主导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6000 亿元，其中电子信息

产业突破3000亿元。

此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南昌高

新区抢抓风口，明确将数字经济产业作为“一号工程”，加

快培育新动能，并提出了“2+1+2”产业发展方向，其中“1”

即为数字经济产业。今年上半年，该区数字经济核心基础

产业规模以上企业总数达 133 家，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达

617.63 亿元。

江西萌力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是该区今年引进的一家

流量经济企业，自 5 月落户以来，发展迅速，今年营业收入

预计 5000 万元。

随着众灿互动、云上密码、萌力互动等一批企业入驻，

南昌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活力迸发。未来，该区将以流量

经济、软件技术服务、大数据、信息安全为四大方向，聚焦

“芯屏端网”（芯片、新型显示器、智能终端、互联网）、“机智

灵光”（5G、移动智能终端、VR 灵境技术、LED 光照明），不

断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基础产业，全力打造数字经济产

业集群，努力成为南昌全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

越发展，越开放；越开放，越发展。未来，南昌高新区

还将积极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江西内陆开放型经

济试验区、大南昌都市圈等发展战略，探索推进瑶湖机场

物流港建设，积极争取设立保税物流中心，降低电子产品

物流成本，并积极承接产业外溢，探索发展“飞地经济”，进

一步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

从体量到

——项目为王，打造生态圈迈向“高精尖”
量质

外立面重新粉刷、楼道亮化美化，强弱电下地、电梯

入户……近日，走进南昌高新区昌东镇杨家村安置小区

提升改造工程现场，昔日老旧小区正在升级为电梯新居。

在老旧小区提升改造过程中，南昌高新区积极践行

“决策共谋、发展共建、建设共管、效果共评、成果共享”理

念，聚焦解决群众“上楼难”问题，对一批居民意愿强烈的

小区，实施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程，着力“梯”升居民获

得感，让幸福“一键达”。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以来，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南昌高新区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等问题作为基本

落脚点，以清单化方式，扎实推进 79 项“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项目，并以此为契机，考验领导干部的水平

和作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一个个清单项目陆续完结，一件

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事难事得到有效解决。下一

步，南昌高新区将借助“转作风、提效率、树形象”专项整

治活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大力践行“脚下有土、心

中有谱”的工作作风，着力打造一支有干劲、有思路、有办

法、有活力的“四有”干部队伍。

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百姓民生，这是南昌

高新区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该区既时刻牵系着城市发

展的大计，又始终牢记着为民谋幸福的使命，坚持人民至

上，在发展跑出“加速度”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红

利，感受民生温度。

以人为本，体现在持续优化办事环境的勇毅与担当

中——

在全省首推“企业开办零成本三小时办结制”改革

后，今年 5 月，该区又创新服务模式，推出了“办不成事兜

底办”专窗，运行以来，所受理事项全部在最短时间内办

结，让群众感受到“办事不求人”的政务服务。此外，该区

积极推进“全科受理大一窗”，打造“一揽子”联合审批套

餐，推动更多服务实现“只跑一次”和“一次不跑”，最大限

度地便利了群众。

企业和群众才是营商环境“晴雨表”，环境好不好，他

们说了算。

11 月 12 日下午，首场“高新下午茶”活动在南昌高新

区艾溪湖美书馆内开展。十余名区内企业负责人与南昌

高新区主要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围坐在一起，围

绕加快新经济产业发展这一话题，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江西佳诺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托育人才培

训、托育产品研发等为一体的智慧托育服务机构，该公司

面临总部在南昌、应用展示场景在深圳的尴尬，公司负责

人熊佳迫切希望南昌高新区在场地等方面给予支持，帮

助公司在当地建立线下应用场景展示体验平台。一杯茶

还没喝完，南昌高新区主要领导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

就拿出了建议——艾溪湖管理处所辖区域流动人口多，

由区经发局等部门协助企业选址，这让熊佳倍感暖心，也

吃下了“定心丸”。

作为该区聚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的创新之举，“高

新下午茶”活动旨在以“下午茶”的轻松氛围，代替传统政

企沟通的严肃氛围，让政企之间零距离、无障碍沟通。目

前，该活动已连续举办两期，未来将常态化开展，打造成

高新区的特色品牌，营造有温度的营商环境。

以人为本，体现在对蓝天碧水的深情守护里——

十多年前，南昌高新区就立足长远发展，不仅舍弃了

黄金建设用地的收益，而且不吝投入，将开发商眼中的

“风水宝地”建成了 2600 亩的艾溪湖湿地公园。如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更是成为全区上下的共识。

艾溪湖湿地公园、瑶湖郊野森林公园、南塘湖创新公

园、鱼尾洲公园、鲤鱼洲五星白鹤保护区……一个个地标

成为南昌高新区深情呵护生态环境的生动实践。

人走到哪，绿色就延伸到哪。该区按照“300 米见绿、

500 米见园”的要求，打造“推窗见绿、出门见景、移步闻

香”的 10 分钟绿色休闲圈；全力推进闲置用地“荒改绿”

和公园、道路“绿改彩”项目，形成了错落有致、景观优美

的绿色廊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项目人才聚集，近年来，南昌高

新区致力于打好“人文牌”，美书馆、晓美书馆，以及高新

区图书馆、美术馆等一个个网红打卡地，让文化气息深入

城市的肌理，产业高地正在变成文化福地。

以人为本，体现在居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提升中——

航空规划二路、毛江路等 8 条市政道路完成通车；地

铁 3 号线、瑶湖大道等一批重大交通项目建成通车，创

新一路等 18 条道路改造提升，6 个“1+5+X”社区邻里

中心市级示范点打造完成，南昌二中、南昌三中、南昌二

十八中、南师附小纷纷进驻，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

新医院全面竣工投用……一个个民心工程，实现了经济

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演绎了一条加速上行的民生

“幸福曲线”。

围绕省委提出的城市建设“精心规划、精致建设、精

细管理、精美呈现”“四精”要求，策应市委提出的“东进”

城市发展战略，南昌高新区将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推

动城市功能裂变，通过提升城市规划水平、提高优质教育

资源供给、提质医疗服务配套、打造生态绿廊、推进环境

整治、做旺商业配套、塑造文化地标等，打造宜居高新、最

潮高新、最美高新。

教 育 方 面 ，该 区 将 启 动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附 属 高 中 项

目 建 设 ，新 增 高 中 学 位 2100 个 ；积 极 推 进 幼 儿 园 新 建

及 改 造 ，新 增 园 位 1440 个 。 医 疗 方 面 ，将 加 快 江 西 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瑶湖分院、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西省肿瘤医院建设；生态环境方面，将加快推进鱼尾

洲公园二期、艾溪湖中央公园慢行廊道、江西人才公园

建设，完善环瑶湖水生态治理；商业配套及文化方面，

将加快推进宝龙、赣电东方城等商业综合体建设，加快

清华北大旧址、滁槎老街、瑶湖八景等历史文化资源挖

掘与开发等。

漫步高新，有湖，有水，有花，有鸟，还有那满城的绿

意……一条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群众幸福指数高的

绿色发展道路正越走越宽。

南昌高新区—科技生态融合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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