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第一辆摩托车在这里

驰骋，新中国第一架飞机从这里

起飞。一代又一代青云谱人筚路

蓝缕、接续奋斗，在共和国工业史

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进入新时代，由于受城区发

展空间的限制，支撑青云谱经济

的工业企业加速外迁，曾经的老

工业区迎来了爬坡过坎、转型升

级的关键期。面对新形势，立足

新起点，青云谱区新一届党政班

子将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以奔跑的

姿态前行、用决战的姿态实干，聚

焦“率先‘作示范、勇争先’，再展

英雄城雄姿”的新要求，全面建设

“生态人文都市区、产业创新未来

城”，为实现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

出的全面建设创新江西、富裕江

西、美丽江西、幸福江西、和谐江

西、勤廉江西“六个江西”的奋斗

目标作出青云谱区应有的贡献。

——“生态人文都市区”：青

云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深

厚的人文底蕴。坚持以生态为底

色、人文为灵魂，高品质建设、绣

花式管理，推动老工业区城市更

新，成为生产空间宜业高效、生活

空间宜居幸福、生态空间宜游秀

美的省会城市标杆都市区。

——“产业创新未来城”：产

业是城市的脊梁，创新是城市的

血液。坚持以产业创新为动能，

抢占物联网、5G、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数字经济产业未来赛道，以

“2.5 产业”破局，实现“工业青云

谱”到“数字青云谱”未来产业迭

代 ，打 造“ 超 越 现 在 、适 应 未 来 、

迭代更新”的“未来之城”。

建设生态人文都市区 打造产业创新未来城
——青云谱区奋力续写新时代南昌中心城区新辉煌

释放发展
推进主导产业升级 新

向改革要动力，以创新求突破。青

云谱区将积极建链、延链、强链、补链，引

进培育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带

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的主导产业。重

点打造形成 2 个千亿产业集群：依托江

南云港产业园、运服通平台等新兴业态，

形成商贸物流产业集群，力争拥有 4A 级

物流企业 3 家、省级重点商贸物流企业 7
家，社会物流总额突破 1000 亿元；引进

一批“中字头”建筑企业落户，构建覆盖

建造全过程的建筑产业集群，力争产值

突破 1000 亿元。同时，加快形成 1 个 500
亿产业集群，即分批次、分步骤推动辖区

内专业市场改造升级，打造环境整洁、秩

序井然、业态完备的现代化专业市场集

群，力争交易额突破 500 亿元。加速形

成 2 个 200 亿产业集群，即实施数字经济

“一号工程”，力争数字经济规模超 200
亿元；依托昌南医药物流园、高性能医疗

器械产业园，聚焦生物医药、医疗器械、

医美服务、医药流通等领域，打造特色明

显、优势突出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力争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 亿元。

青云谱区将用好用足省级创新型县

区建设试点等政策，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着力构建具有青云谱特色的多层次产业

体系。发掘和培育一批细分行业内技术

领先、产品质量优、市场份额高、成长性

好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形成“中小企

业—专业化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

业”的梯次培育格局；围绕数字经济、商

贸物流、大健康等产业，聚焦“微笑曲线”

两端布局，打造产业链条；聚焦集聚区这

个主战场，力争五年内主要经济指标翻

两番，打造产业领先、生态环保、宜业宜

居、产城融合的全省综合功能区“新样

板”；点燃区国投公司这个主引擎，实现

国投集团资产持续增值；树牢“项目为

王”理念，全力以赴推动重大重点项目快

开工、快建设、快投产。提升政务服务效

能，推动市县乡村四级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建设，做到高频事项全市通办、部分

事项跨省通办，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网上

办、就近办、不求人”。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畅通政企互联互通渠道。强化资

源要素保障，针对企业在用电、用地、用

资、用工等方面存在的困难问题给予全

方位保障，积极帮助企业破解发展难题。

走进青云谱，就能感受到那份深沉

的人文底蕴和老工业区独有的味道，这

里既留住了“文化记忆”“工业记忆”，又

有繁华的夜巷文化街区。今年国庆节期

间，依托八大山人、洪都航空文化两大

IP，青云谱区举办了“遇见·梅湖”和“遇

见·洪都”活动，7 天长假接待游客约 46.3
万人次，同比增长 415%；收入约 2.12 亿

元，同比增长 139%。

对于青云谱区来说，工业企业加速

搬迁，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该区将坚持

以生态为底色、人文为灵魂，做足老工业

区城市蝶变的文章。接下来，该区将把

文旅发展融入全区转型升级的顶层设

计，努力推动生态环境、地域文化、体验

经济、商贸会展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构

筑区域经济新支柱。具体工作中，该区

将深挖以八大山人为代表的名人文化、

城南龙灯为代表的非遗文化、洪都工业

为代表的航空文化，打造具有青云谱独

特魅力的旅游文化新名片，激活原洪都

机械厂旧址等工业遗产，打造集“航空展

示体验、市民交往服务、城市创新创智”

为一体的南昌文化新地标和城市会客

厅；对标 5A 级景区创建体系，探索发展

“旅游体验+主题商业+文创科教”的文

商旅融合新模式，重点依托花博园、陈云

旧居陈列馆、程允贤雕塑艺术馆、恒茂美

术馆等博物馆群，发展以“八大山人文化

艺术节”为代表的节庆活动和文化展览

展示、交流研讨活动；对洪都夜巷、王府

井商业综合体的整体风貌进行提升改

造，打响独具青云谱特色的“夜经济”品

牌。通过大力提高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做旺人气、汇聚商气，打造南昌文旅新地

标、全国旅游目的地。

打造文旅融合
演绎生态人文精彩

高地

随着南昌“三环”和“十横十纵”干线

路网的建设、轨道交通的布局，青云谱正

成为省会的重要节点和地理中心。该区

正在加快推进的广州路西延、上海路南

延工程，完善“四横六纵”交通体系，将实

现 5 分钟“上高架、进环线”。洪都南大

道-三店西路贯通、金鹰路-青云谱路下

穿拓宽工程等 22 条“断头路”将开工建

设。洪都新城有 32 条道路新建，构建道

路“新循环”体系。这些重点项目将进一

步夯实青云谱在大南昌都市圈“承东连

西、引北接南”的战略支点地位。

青云谱区将持续塑城市之“美”，将

“四精”理念贯穿到城市规划和建设每一

个环节，留住“工业记忆”，以“绣花功夫”

做好城市管理。该区将利用好洪都、江铃

老厂区腾退的发展空间，着力塑造城市品

牌，引入文化创意、军民融合、工业设计等

新业态，重点发展以大数据、区块链、5G、

物联网为主的数字经济，打造老工业区转

型升级样板。加快推进洪都航空文化园

建设，开启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打造舒

适宜居的生活环境。以文明城市创建常

态长效为抓手，扎实做好主次干道基础设

施提升改造，打造美丽景观走廊。以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方向，打造更多“口

袋公园”“邮票绿地”，让城市绿化达到国

家级园林城市标准，同时不断完善公共停

车场、充电桩、垃圾分类箱等公共配套设

施，打造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

民生工程关系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青云谱区将加快推进京山小学、

博文学校等项目建设，继续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力争一类高中进驻，同时进一步

落实“双减”工作要求，实现教育高位优

质均衡发展。此外，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完成 44 个社区、78 个小区旧改任务，推

行“1+5”民主协商治理模式，破解长效

管理难题；分批完成二进社区等一类 D
级危房改造，让百姓住得放心；进一步丰

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升级“青听大讲

堂”等公益性文化品牌，建设更多具有青

云谱特色的公共文化设施，进一步提升

地域认同感。

青云谱区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

力打造民生保障多元体系，让群众共享

发展红利，促进共同富裕。该区将聚焦

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热点，打造民生

幸福标杆，继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努力

引进综合性三甲医院，深入推进医联体

建设，将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级下沉；织密

社会保障网络，持续擦亮“才聚青云”公

共就业创业服务品牌，大力发展慈善事

业，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全力维护安

全稳定，统筹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常

态化疫情防控、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防灾

减灾救灾体系建设等风险防控工作。

满足人民生活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期待新

十字街夜市(王府井购物中心)

擦亮基层党建品牌，提升党建治理

能力。目前，该区已做实“民情家访”“书

香青云”“阳光驿道”等党建品牌内涵。

“书香青云”荣获中宣部“全国基层理论

宣讲先进集体”称号，小桔灯社创中心获

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优秀案例。同时，

该区创新搭建“益心向党”“红色创投基

金”平台，为基层治理注入澎湃动能。提

振干部精气神，深入开展“啄木鸟行动”

和“奔牛奖”“蜗牛奖”评比活动，发挥考

核评比“导向仪”和“指挥棒”作用，对勇

于担当、敢于作为的干部予以表彰奖励，

对工作推进不力、问题解决不快的干部

进行末位淘汰，推动“说一件、做一件，做

一件、成一件”的求真务实作风日益形

成，汇聚起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

立足新起点，该区将进一步提升党

建工作“牵引力”，锻造铁一般的战斗堡

垒。该区将按照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

的要求，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深化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该区将

聚焦“三化六好”，大力推进基层党组织

提质增效、全面进步、全面过硬；深入实

施村（社区）五年综合提升行动计划，推

动基层党建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有效衔

接；重点抓好党群服务中心体系功能建

设，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打造一批全

省叫得响、全市树标杆的村（社区）党群服

务阵地。同时，重点推动“民情家访”“书

香青云”“阳光驿道”等特色品牌提档升

级，深化“小桔灯”“红色创投”等党建品牌

内涵，培育孵化一批全国有影响、全省树

品牌的枢纽型社会组织，打造社会组织党

建和社会组织发展先行区、示范区。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创业维艰，奋斗

以成。肩负新使命，青云谱人将大力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以百倍的信心、冲天的干

劲，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

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只争朝夕、不辱

使命，为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精制的江西篇章贡献青云谱力量。

展现未来都市
突出功能品质提升

魅力

赋予治理
提升基层党建工作“牵引力”

内涵新
蓬勃发展的楼宇经济蓬勃发展的楼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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