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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余温还未散去，大余县各工业企业已

经吹响了生产冲锋号，园区企业陆续恢复生产，随

处可见忙生产、赶订单的场面，为实现新年“开门

红”全力奋战。

位于大余县新华工业园区的江西盛源新材料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设备正在满负荷

运转，呈现出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该公司是一

家从事 NMP（锂电池生产电极非常重要的辅助材

料）制造、回收、循环再利用的高新科技企业，受国

内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全球经济回暖等利好因素

影响，市场对NMP需求旺盛，春节期间公司所有的

生产线都在加班加点生产。

企业忙开工的同时，大余县各企业帮扶单位进

园入企，现场一线解决问题，为企业复工复产创造

有利条件，为实现一季度“开门红”全力以赴。

“扩产对场地有什么需求?人才招聘方面有没

有什么困难？”节后上班第一天，大余县工信局安

商服务人员来到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

业生产、订单、用工等方面的情况，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确保平稳高效生产。

“上班第一天助企干部就来送服务，给我们企

业发展增添了很大信心。”盛源新材料有限公司生

产技术部经理李军峰介绍说，“公司预计在今年完

成二期扩产项目，并着手规划三期扩产项目，届时

可实现产能 30万吨以上，进一步满足国内外锂电

池企业对NMP的需求，提升公司竞争力。”

锁定新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近年来，大余

县以深入开展“工业倍增升级突破年”活动为抓

手，在稳企业、优环境、抓项目、兴产业上下功夫，

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的一年，该县政企

合力、真抓实干，安商服务人员深入企业生产一线

落实“一对一”精准服务，现场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各企业开足马力全力忙生产，合力奏响“工业强

县”新乐章。

大余：赶制订单 奋力冲刺

本报讯 （钟渊玲）近日，瑞金市出台《工业三年

倍增升级行动计划（2021-2023年）》。

《计划》提出瑞金工业总产值以 2020 年指标为

基数，2023 年实现翻番，突破 400 亿元。并提出在

招大引强、创新升级、产业集聚、培育动能、龙头企

业、园区发展六个方面实现突破。力争每年引进投

资 50 亿元以上工业项目 1 个，10 亿元以上工业项

目 5个，每年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超过

35%。力争到 2023年，培育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超 35
家，大健康实体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电气机械与

器材制造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280 亿

元、40 亿元、40 亿元，三大产业集聚度达到 90%，新

增省级以上绿色工厂 1家，经开区营业收入实现三

年翻一番。

《计划》主要实行“持续推进招大引强、力促产

业集聚集群、培育企业创新升级、完善提升承载平

台、打造优良营商环境”五大举措来实现工业倍增

升级。

瑞金市出台工业三年
倍增升级行动计划

2月 18日是节后上班的第一天，

于都县上欧工业园的江西旺来科技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注塑机已经开

足了马力生产，包装车间里工人忙碌

不停。

“感谢园区管委会通过线上线下

招工，为我们解决了人员紧张的问

题。”旺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洪强

告诉记者，公司自 2012 年 12 月 20 日

落户于都以来，效益连年攀升。去年

底，生产订单猛增，公司用工需求也随

之激增。

于都工业园区管委会得知情况

后，立即启动“保姆”式服务，通过“云

招聘”形式，于 1月 15日为公司引进了

20余名在校大学生“寒假工”。

“利用寒假，做点事挣点钱，为家

里减轻一些负担。”来自贡江镇的曹学

勤告诉记者，他现在是大二的学生，学

校放假后，得知旺来公司要招临时工，

便报了名。“爸爸妈妈挣钱挺不容易

的，我现在长大了，在这里干到元宵，

挣个 3000来块钱，半个学期的生活费

就解决了。”曹学勤露出自豪的笑容，

双手不停地忙碌着。

在纺织服装一条街的江西仔衣库

服饰有限公司工厂店，于都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和于都县工业园管委会组成的“保姆工作

队”，正帮着向前来购买衣服的顾客介绍仔衣库的品

牌服装。

“有了工厂店，我的仔衣库品牌在于都越来越有

名气。”江西仔衣库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肖日辉说，

因为有了优惠政策，仔衣库 2020年的产值由 2019年
的 8000万元增加到 1亿元。“自从今年公司进驻纺织

服装一条街后，通过工厂店直营的方式，让利消费

者，推广品牌效益，每天的营业额都在 3000元以上。

现在是刚开始，接下来业绩一定会越来越好。”肖日

辉高兴地说。

“我们将通过全面开展诚信经营、放心消费创建

工作，进一步提升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者诚信度和

消费者满意度，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消费

升级，提升消费质量，构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于

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说。

在赣州华鑫针织有限公司直营店，于都工业园

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耐心询问企业复工复产情况，把

企业诉求一件件记录下来。

据华鑫针织负责人彭晓峰介绍，公司自成立以

来，便将目光瞄向海外高端市场。一场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公司面临巨大压力。于都工业园区管委会

“保姆工作队”通过“云招商”“云签单”“云销售”等措

施，帮助华鑫针织迅速转型升级，成功实现海外与国

内市场兼营。“借助纺织服装一条街的优势，相信公

司品牌会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彭晓峰说，春

节期间，前来选购品牌服饰的顾客络绎不绝。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于都工业园区管

委会党支部书记彭小军说，为提升“中国品牌服装

制造名城”影响力，实现“红色旅游+工业旅游”双轮

驱动，于都县着力打造“品牌服装展销一条街”，实

现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2 月20 日，工人在赣州澳克泰工具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作业。该公司今年以来订单充足，大年

初二进行设备检修调试，大年初三生产一线全面复工复产。 袁晓琴 摄

发展铆足劲 力争开门红
——我市各地抢抓时机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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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至 19 日，会昌县举办了主题为“新春送

岗位·就业暖人心”的九州工业基地新春专场招聘

会。现场共有 60 多家用工单位参与招聘，招聘岗位

涵盖化工、操作工、司机、餐饮、礼仪等多个领域。

刘兆春 摄

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春节假期

刚刚结束，我市各地迅速行动，抢抓机遇，

助推企业复工复产，各类企业快速进入生

产状态，项目建设现场一片火热，企业车间

生机勃勃，为工业倍增升级注入强大活力。

春节长假刚过，赣州经开区各部门干部职工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企业生产车间、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

天，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奋斗。

赣州经开区招商局召开全体干部职工收心出征动

员大会，要求全局上下立即行动起来，调整好心态、调

节好状态，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作

风，投入到新年开局工作中，为实现一季度招大引强

“开门红”起好步。赣州经开区经发局及相关部门工作

人员走进项目建设现场，协调解决蓝芯半导体项目试

投产用电问题，为企业顺利开工提供用电保障。

园区企业也铆足了劲，抢抓发展先机。同兴达三

期项目现场，技术人员专心对生产设备进行调试，为

正式量产做好充足准备。该项目主要生产异性偏光

片、中尺寸显示触控模组和智能穿戴设备，计划于 3月
1日起正式量产。金瑞麒智能制造二期项目开工建

设，该项目主要生产智能漫游车、智能代步车、智能查

验车、汽车电子，五金配件等上下游配套产品，计划今

年年底封顶，建成达产达标后年产值将达 15亿元。

赣州经开区：
迅速行动 复工复产

施工现场有序作业，生产车间正常运转……早春

的章贡高新区，忙生产、抓发展的景象随处可见。

佳腾电业（赣州）有限公司厂区里，工人们在生产

一线进行投料、压线、检测、包装等工作。“今年，我留

在了第二故乡章贡区，选择坚守在生产一线，在工作

岗位上度过充实而幸福的新春佳节。”该公司员工徐

鸿鹰是湖南人，大年初四，他就早早起床，像往常一样

前往车间，投入到了一线生产中。

佳腾电业（赣州）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和销售

扁平漆包线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目前，该公司在国内

微细型、中型扁线领域排名前列，在全球电感、线圈、电

源行业享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全球化产业链角色，客

户涵盖全球众多知名的电感、线圈、电源制造商。

“今年公司开了个好局，订单量比往年同期增加了

30%，已经安排到了3月下旬。春节假期前，公司就准备

了充足的原材料，保障春节期间正常生产。”佳腾电业（赣

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伍剑锋笑着说，为了确保工期，部

分外地员工今年留在章贡区过年，确保订单如期完成。

“公司向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了红包，除了三倍

的工资以外，还另外发放了 200元补贴。除夕当天，我

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让

外地留企过年的员工感受第二故乡的温暖。”伍剑锋

表示。

位于章贡高新区水西园区的江西江钨钴业有限公

司也一直保持着紧张的生产状态。据公司总经理兼党

总支书记兰秋平介绍，今年公司迎来“开门红”，订单量

较往年同期增长了 50%，已排到今年 3月份。为了响应

国家疫情防控留在本地过年的号召，同时抓紧时间忙

生产，春节期间公司开辟了两条生产线，有 60多位员工

坚守在生产一线。目前，公司正开足马力抢抓生产。

2月 20日，龙南唯美音创科技有限公司在龙

南经开区网格帮扶人员的帮助下，顺利解决了

招工和贷款问题后，备足了生产原料，顺利开

工。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开工后该公司将全

面启动现有的 6条生产线，公司电蚊拍将实现产

能翻番。

春节假期过后，为帮助园区规上企业尽早开

工，龙南经开区积极建立健全网格化精准帮扶企

业复工复产机制，将园区划分为 13个网格，每个

网格派出一个工作组，对网格内规上企业进行全

面走访，了解园区企业复工复产存在的问题。同

时，对企业存在问题，强化调度，整合资源力量帮

助解决。

江西联茂电子公司由于订单增多，存在缺工

问题，网格工作人员在走访了解后，积极与相关职

能部门联系，帮助联茂电子与龙南各乡镇建立了

招工直接对接机制，帮助推介返乡农民工到联茂

公司就业。目前，已帮助联茂公司招工 100多名，

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问题。据统计，目前通过网

格精准帮扶，龙南经开区 104家规上企业顺利复

工，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 80.6%，为工业倍增

升级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信丰高新区的江西瑞烜新材料有限公司里，

生产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有序作

业。该公司提前筹备，抢时开工，大年初四，就已

进入正常生产状态。

江西瑞烜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9年落户信丰

高新区，总投资 11亿元，去年 12月正式投产，公司

主要生产、销售阻燃型环氧玻纤布 FR4覆铜板等

各类型无铅无卤产品及部分高频高速产品。目

前，企业订单充足，预计今年可实现开票销售 1亿
元，纳税达 200万元。

该公司生产厂长王毅表示，公司从大年初四

开始正式安排生产，全力保障全年生产进度，同时

安排专员值班，开展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今年，该

公司的主要产品类型为无卤无铅多层芯板产品，

为了确保生产，春节前公司就安排了员工对相应

工序提前进行学习，做好工艺准备。

“今年我们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鼓励外省

市员工在信丰就地过年，进一步保障疫情管控工

作，也为公司提前开工、抢抓工时提供了用工保

障。”王毅说。

截至 2月 20日，信丰高新区有 98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顺利复工，复工率达 75.38%。

信丰：提前筹备 抢时开工章贡区：
坚守一线 生产不停

龙南经开区：精准帮扶 助力生产

大余县江西翔鹭钨业有限公司硬质合金生产车间内，10台低压烧结炉开足马力生产。 叶功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