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刘文荣 记者刘庆元）近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

悉，今年上半年，我市开发区在全省争先创优综合考评中实

现进位赶超，8个开发区被评为A级等次，比去年同期考评增

加3个；8个开发区被评为B级等次，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评

为A、B等次的开发区16个，占全市开发区总数的84.2%。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市在疫情防控向好、内外需

求回升、政策效应释放等因素带动下，扎实落实《赣州市

开发区创新发展三年倍增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0—2022
年）》，平稳有序推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全市 19个开

发区实现营业收入 2050.9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1.2%。

在今年上半年考评中，赣州经开区、章贡高新区、赣州

高新区、信丰高新区、瑞金经开区、南康经开区、全南工业

园、于都工业园 8个开发区被评为 A 级等次（居全省前 25
名），比去年同期考评增加 3 个；龙南经开区、大余工业

园、上犹工业园、崇义产业园、安远工业园、定南工业园、宁

都工业园、石城工业园 8个开发区被评为B级等次（居全省

26～65名），比去年同期增加4个；全市评为A、B等次的开发

区16个，占全市开发区总数的84.2%。3个开发区被评为C级

等次（居全省 66～83位），比去年同期减少 1个；全市无开发

区评为D级等次（全省后 15名），比去年同期减少 6个。

我市开发区在全省争先创优
综合考评中实现进位赶超

本报讯（记者张惠婷）近日，全省首批 5G产业基地公

布，信丰县 5G产业基地、龙南市 5G产业基地成功入选。

信丰县 5G 产业基地是目前全省建成的首个 5G 科技

产业园项目。基地规划建设了 5G 核心部件制造区、5G 检

测中心、5G 应用中心、5G 研发中心以及 5G 科技普及推广

中心，形成了集基础材料、配套器件、关联芯片、终端设

备、应用平台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入驻 5G 类企业 65 家，

拥有 1家国家级、17家省级 5G类企业研发创新平台，开展

了“5G+工业互联网”“5G+农业物联网”“5G+政务服务”

“5G+VR/AR”“5G+智慧交通”“5G+智慧教育”等 5G融合应

用，202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

龙南市 5G产业基地位于龙南经济技术开发区赣州电

子信息产业科技城，规划建有综合服务区、研发生产区、

厂房生产区和生活配套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赣州南

部集中连片规模大、产业集成度高的 5G智能科技产业园，

紧盯粤港澳大湾区高端产业链、先进生产水平吸纳企业

落户，提升赣州电子信息产业综合配套能力，增强赣州对

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吸引力和承载力。截至 9月中旬，

项目共完成主体结构面积约 38.5万平方米，占主体结构建

筑面积约 89.3%，目前正同步实施墙体砌筑、墙面粉刷、水

电、铝合金窗、消防设备安装及市政道路建设。

我市两基地入选全省首批5G产业基地

从晶阳光电、科昂再上层楼，到

华派光电、佳信捷 5G 日新月异，从光

电显示、智能装备制造深入“高端

区”，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发展得到

有力支撑……创新的脉动，随处感

知。近年来，全南县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科技型企业，

建强科技创新平台和载体，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为推动全南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强化核心技术攻关

数据、图表、图像依次呈现，公共

安全、城市环境、交通出行等信息一

目了然……近日，记者在位于全南县

的智慧城市运营中心看到，佳信捷开

发的“城市大脑”综合系统，即一个城

市运营中心、一个数字平台、五个智

慧应用，运用大数据汇集融合、共享

共用，消除“信息孤岛”，探索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的科技之路。

“基于智慧城市系统，我们不断

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拥有 103 项自主

知识产权。”佳信捷副总经理吕勇

说。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佳信捷 5G成

长为工信部首批智慧物联网发展计划

23 家企业之一，正与中科院合作成立

“物联云智能监控联合实验室”，成为

上海、深圳、雄安新区等 50 多个智慧

城市建设的领先供应商。

佳信捷是全南以创新引领电子

信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鲜活样本。该

县聚焦科技创新，以建设创新型全南

为目标，不断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

和科技研发投入，聚焦“一主三优”重

点产业，挖掘重大瓶颈技术需求，探

索实施“揭榜挂帅”项目，支持企业组

建创新联合体，开展产学研联合攻

关，提升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重点产

业方向的创新能力，突破产业“卡脖

子”问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为精心培育企业发展，该县充分

利用省级“互联网+科技特派员”服务

平台资源，选派科技特派员为企业开

展帮扶；强化财政资金引导、业务辅导

培训、考评调度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引

导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落实好高

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企业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 75%，制造业企业加计

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等税收政策。

目前，该县已有 1 家国家知识产

权优势企业，10 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

贯标认证，连续 2 年获评“全省专利工

作进步十强县”。全县工业企业 165
家，其中规上企业 64 家，高新技术企

业 26 家、培育库现有在培高新技术企

业 41 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8
家，其中松岩冶金被认定为江西省潜

在瞪羚企业。

建设高端创新平台

桃江之畔，江西省锆铪新材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格外引人注目。该中

心研发的锆铪新材料，均可应用于航

空航天、电子信息、军民融合、新能源

等领域。

全南晶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

发平台于 2019 年获评省锆铪新材料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增加研发投

入提升创新能力，已获得 6 项发明专

利授权、2 项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通

过十余年的探索创新，我们可实现锆

铪新材料年产能逾 5000 吨。”该公司

负责人说。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全南县出台共建产学研用若干政策，

通过校地合作与东莞理工学院共建

12 万平方米产学研用园区，把研发、

孵化和企业落地结合起来，设立了首

期 2.5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引导资金，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目前已入驻登峰

电源、中瓷科技等 8 家科技创新型企

业，确定合作项目 13 个，创建博士工

作站 1 个，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

给予一次性 20万元的奖励。

科技创新发展，离不开创新平台

的承载。该县不断加快推进创新平台

建设，成功创建晶晖锆铪省级工程研

究中心，获批市级以上创新平台和载

体数量 18个，佳信捷、华派光电分别与

中科院共建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

40 家企业建立了自身研发机构；完善

支持大众创新创业的政策举措，设立

“全南县创客基金”，扶持创业实体，

“全南县众创孵化基地”被认定为首批

市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为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该县设立了

驻粤港澳大湾区、驻北京人才工作联络

站，形成一南一北、比翼齐飞招才引智

新格局，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 771 名，

其中产业领军人才2名，高层次人才23
名；投资 2.5亿元建设（改建）人才公寓

595套，在住房保障、子女入学、医疗保

健等方面提供一条龙服务，并为 1000
多名新引进人才兑现政策奖补资金

1000余万元，人才工作环境不断优化。

提升产业竞争实力

“公司首期建成技术水平全省第

一的全自动智能化真空镀膜生产系

统，把产品融入‘5G+工业互联网’，智

能拼版、精准匹配、协同生产。”江西

华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涛

说，公司正加快推进 9H 超硬 AR 二期

项目建设，以配合小米新品手机量

产，推动华派光电与小米公司合作，

提升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在登峰科技（江西）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记者看到，随着投资 1000 万

元的 AI 全自动插件生产线机械设备

的运转，应急电源产品正源源不断地

从生产线上产出。“与原有生产线相

比，这条生产线既提高产品质量，工

作效率也更高。”该公司总经理罗勇

说，未来借助 5G 技术，客户可以直接

在手机上实时查看、操作设备运转。

依托自身应急电源制造优势，登

峰科技（江西）有限公司的系列新冠肺

炎医务人员医用保护舱产品，入选了

江西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

用指导目录（2020年版），实现了由“简

单加工”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

近年来，该县深入实施数字化战

略，加快建设佳信捷 5G 产业园，深化

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在各

领域的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加速向工

业、服务业、农业渗透，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同时还加大技改支持力度，

推荐行之成汽车电子、豪鼎家具等企

业申报市工业技术改造投资专项资

金，支持超亚、呈和、聚高等企业实施

“数字车间”“机器换人”。

本报讯（记者张惠婷）近日，2021年江西省绿色技术

创新企业培育名单公布。我市有三家企业入选，分别是

江西挺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森旺现代农业

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挺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自主

研发水环境处理技术、土壤修复技术、危固废资源综合整

治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主研发双级渗滤耦

合技术，有效解决稀土矿区尾水治理难题，目前已在龙

南、定南等地建立了 8 个稀土矿山尾水处理站，日处理量

规模超过 10 万吨，经处理后排放的尾水氨氮含量从

100mg/L以上降至 10mg/L以下。

江西省森旺现代农业生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各科

研院校建立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拥有专利 30多项，打造

了集优良品种繁育、有机种养、生态循环、休闲创意、乡村

旅游、民宿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创业服务平台，带动 800
多户农户发展脐橙、油茶、黄鸡等特色农业产业，旗下产

品“森旺”脐橙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产品。

赣州富尔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江西省企业技术

中心、江西省工程研究中心等 10个省、市级科研平台。公

司自主研发稀土永磁固废绿色短流程回收技术，实现稀

土资源再利用和绿色生产，稀土回收利用率稳定在 95%以

上，生产成本降低 30%左右，生产效率提高近 40%，核心产

品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获评国家级绿色设计产品。

全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培育名单出炉

赣州三家企业上榜

工业资讯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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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县区力促工业创新平台建设
络鑫科技生产车间内工人在检测电子产品。

数字赋能产业兴
——全南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纪事

□特约记者唐夏玲 记者余书福 文/图

秋高气爽时，一线施工忙。近

日，笔者走进赣州经开区各大重点工

业项目建设现场，处处可见抢抓工

期、繁忙作业的火热景象，即便国庆

假期，也毫不松懈，全力推进项目建

设，朝千亿园区目标奋力迈进。

轰天炮光电科技产业园内，所

有建筑主体都已完工，部分楼栋正

在进行内部装修，园区 3 号楼一楼车

间内，工人正在调试核心设备——

光学真空镀膜机，为生产作准备。

据轰天炮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 6
月，部分车间已实现冲压件、显示

电子设备的生产。

轰天炮光电科技集团是一家

专业研发、生产投影机整机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目前，轰天炮光电

科技产业园已入驻多家投影设备

上下游企业，产业园一期项目完成

投资超过 4 亿元。截至 8 月底，园

区内产值突破 4000 万元，2 家企业

实现入规，预计今年可实现营收 2 亿

元以上。

在另一项目工地——占地面积

190 亩的赣州智造谷电子信息产业

园，只见项目主体已完工，工人们正

忙着进行内部装修。据了解，该项目

主体由 36 栋建筑组成，专为电子信

息、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

量身打造，产业园重点引进电子信息

相关产业，致力于推动赣州电子信息

产业创新发展。

“目前一期项目主体已经完工，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预计在今年年

底正式交付，二期部分楼栋在进行

主体施工。招商工作也在同步进

行，目前已有 20余家企业签约入驻。”

该项目企业策划部负责人王睿告诉

笔者。

作为赣州经开区科技创新和

集群式项目“满园扩园”计划重点

项 目 之 一 的 天 安 智 谷 科 技 产 业

园 ，也 正 在 抓 紧 推 进 内 部 装 修 工

作。在 9 月底召开的赣粤 5G+产业

峰 会 暨 招 商 中 心 开 放 活 动 中 ，12
家 企 业 现 场 签 约 入 驻 该 产 业 园 。

目 前 ，天 安 智 谷 科 技 产 业 园 项 目

一期 21 栋厂房已全部封顶，园区

建 成 后 ，预 计 引 进 成 长 型 高 科 技

企业 500 家。

在赣州宝明科技园，笔者看到

二期项目厂房主体已经完工，工人

正在进行厂房外墙装修。走进厂房

内部，只见 140 多台设备用防尘布罩

着整齐排放，工人正在铺设厂房内

的线管，为设备安装调试作准备。

目前，二期项目设备近半数已经到

位，调试完成后，预计于 10 月底开始

陆续投产。来到宝明科技已投产的

一期项目蚀刻车间和点胶车间，笔

者看到工人正在生产线上来回穿梭

赶制订单。今年 1 月至 9 月，宝明科

技营业收入 3.73 亿元，预计全年营

收可达 5 亿元。二期项目投产达效

后，产能将实现翻番，进一步夯实赣

州经开区电子信息产业“芯屏端网

器”全产业链基础。

抢抓“黄金季”一线施工忙
——赣州经开区重点工业项目建设现场见闻

□陈科贤 钟万龙 成福英 文/图

工人在宝明科技一期项目蚀刻车间内作业。

本报讯（李祖光）近日，中国稀金谷永磁电机产业园

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人正抢抓秋季晴好天气，加快

推进项目建设。中国稀金谷永磁电机产业园围绕稀金全

产业链，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高

要求运营”的原则，规划建设 10000亩，首期建设 3000亩。

近年来，赣县区聚焦中国稀金谷，着力打造稀土和钨

新材料、稀土永磁电机、先进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动力

电池材料 4 个百亿产业集群目标，狠抓平台建设，为提升

壮大城市综合实力，增创发展新优势。目前，中科院赣江

创新研究院落地运行，填补了江西省无大院大所机构的

空白，目前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科技研发大楼已

交付使用，确保了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按期进驻，较好

实现了“边建设、边科研、边产出”目标。

赣县区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发展，稀金在线大数据

平台已投入运营，南方稀有金属交易集散中心启动前期

建设，为打造线上线下交易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综合交

易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截至目前，该区拥有国家钨和

稀土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稀有金属新材料国家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赣州高新区国家科技企业孵

化器等“国字号”创新平台 12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