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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139亿元袁 同比增
长 25.2%曰实现工业增值税 7.36
亿元袁同比增长 17.56%曰实现工
业售电量 3.89亿度袁 同比增长
4.37%; 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27.8 亿元袁 同比增长 26%噎噎
2018年 1至 10月袁我市工业经
济发展交出了一份亮丽答卷遥
无农不稳袁无工不富遥工业袁

是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动力袁没有工业的发展袁就没
有经济的全面发展遥 2018年袁全
市上下紧紧围绕野主攻工业尧三
年翻番冶的目标袁加强调度袁积
极应对袁 着力在稳增长尧 促转
型尧筑平台上下功夫袁实现了工
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遥

集聚效应显 帆满破浪行
要要要我市主攻工业纪实

优化服务

健全帮扶制度遥 野坚持脚往下走袁认真倾听企业诉
求曰坚持劲往下使袁引导企业积极应对风险遥 冶2018年袁
为了帮助企业应对宏观经济环境的各种不确定性因
素袁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挂点服务制度袁建立并完
善精准帮扶手机 APP平台尧 工业日及工业专职服务
员等制度袁 全市 38名副处以上领导尧94 个部门挂点
帮扶企业袁 实现了规模以上企业和成长型企业挂点
联系服务全覆盖袁形成部门野点上冶推进尧领导野线上冶
协调尧主要领导现场办公野面上冶解决的帮扶机制遥
2018年全年袁全市领导干部累计走访企业 300 余次袁
累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约 100个袁帮助企业解决用工
约 6000人遥

降低企业成本遥 企业综合成本较高尧盈利空间缩
减袁是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袁如何实质性降
低企业负担袁是各级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遥 2018 年袁
我市结合省尧 赣州市开展的加强作风建设优化发展
环境有关安排部署袁围绕降低企业的税费尧物流尧融
资尧用能尧用工尧制度性交易等方面成本袁进一步细化
落实举措袁狠抓政策落地生效袁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和企业税费负担遥 截止 2018 年 11 月份袁全
市累计为企业减负 5.5 亿元袁全年预计为企业减负 7
亿元遥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遥 伴随着国际国内宏
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增多袁 企业发展普遍面临资金短
缺问题遥 为解决企业融资难题袁帮助企业做强做大袁我
市一方面加大与合作银行的沟通协调力度袁通过野小微
信贷通冶和野财园信贷通冶等平台袁进一步扩大企业覆盖
面袁增加放贷额度袁让更多企业能够及时得到野输血冶遥
另一方面袁 我市充分发挥振兴小微企业担保贷款公
司这个新兴融资平台作用袁 通过杠杆撬动更多资金
来满足企业需求遥 目前袁 我市形成了集 野财园信贷
通冶尧野小微信贷通冶及担保贷款等多种平台于一体的
多层次融资网袁为企业发展壮大提供有力支撑遥 2018
年袁我市通过野财园信贷通冶等信贷工具袁为 73 家企
业发放贷款 2.83亿元遥 通过红都工业投资公司等平
台袁帮助 12家企业解决资金 4.3 亿元遥 截止 2018 年
年底袁 全市工业贷款余额 33.95 亿元袁 同比增长
47.08%遥

工业要翻番袁 离不开平台支
撑遥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袁我
市集中人力尧物力尧财力袁全力推
进产业平台建设袁 加速推动瑞金
经开区向多元化尧 产城一体化模
式转变遥 2018年袁瑞金经开区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共 37个袁 其中
续建项目 21个袁新建项目 16个袁
总投资 18.97亿元袁 计划完成投
资 12.5亿元遥 截止到 2018年 11
月份袁累计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总
投资 6 亿元袁 累计完成项目 6
个袁新增开发面积 470 亩尧新增
建成面积 220亩袁 建成 3.2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遥 建成并投入运营
220千伏金星变电站袁 台商创业
园污水处理厂一期于 2018 年 4
月份经系统调试后正式试运行袁
目前袁污水处理厂已正常运行并
建成 9.2公里污水管网遥 基本建
成综合体商业配套渊一期冤项目袁

加快推进物流港尧 村级配套项
目尧总部大楼等生产生活性服务
配套设施建设袁园区承载能力明
显提升遥

园区承载力的进一步提高和
园区产业集聚带动效应的逐步显
现袁 带来的是园区企业的不断增
加和项目的加快落地遥 在全市上
下的共同努力下袁2018 年 1 至 9
月份袁 全市共签约项目 20多个袁
一大批如食品科技产业园等符合
我市产业发展政策尧 带动性强的
好项目大项目纷纷落地我市遥 同
时袁我市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袁2018
年被列入赣州市级调度亿元以上
工业项目 15个袁总投资 59.98亿
元袁 年度投资 31.2亿元袁1-11月
完成投资 20.7亿元袁完成年度计
划的 66.35%遥 万年青水泥磨机尧
久龙汇沥青尧 美润环保卫生用品
用品尧 佳润玻纤等 4个新建项目

实现当年开工袁当年竣工投产遥
与此同时袁 我市还十分注重

产业集聚效应袁 强力打造以电线
电缆尧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为主的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产业袁 产业
集中度在全省同行业中居首遥 大
力延伸产业链条袁引导安讯集团尧
恒吉集团尧盛源金属尧金字电线尧
金一电缆等企业加强分工协作袁
打通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袁 形成
了从再生铜材料尧铜板尧铜杆尧铜
合金线到成缆制造及运用的全产
业链遥 充分利用首位的产业的集
聚效应袁大力培育关联配套企业袁
新顿电源尧华强金源尧明伟电子尧
全方电声等本土关联企业迅速成
长为规上企业遥 2018年袁首位产
业预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0亿
元袁约占全部规上工业的 66%袁成
为我市工业历史上首个百亿产业
集群遥

创新袁 是企业发展的核心
动力遥 2018 年袁我市引导 20 多
家企业与南昌大学 尧 江南大
学 尧哈尔滨工大 尧上海电线电
缆研究所等科研院校 渊所 冤开
展产学研合作袁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数 5 家袁 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 22 家袁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 21.3 亿元 袁 同比增长
31%袁预计 2018 年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达 20%遥 新增省级以上研发机
构 1 家袁 拥有省级以上研发机
构数量达到 8 家遥

加大科技扶持力度遥 发放企
业科技创新项目扶持资金 537万
元遥充分抓住野科贷通冶试点机遇袁
培育筛选了 28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入围野科贷通冶授信门槛袁与建
设银行合作共发放科技担保贷款
900万元袁 开辟了科技金融的新
局面遥

实施品牌战略遥 积极引导企
业开展争创活动袁 全力推动优势
产业和企业走上品牌发展之路遥
综合运用政策尧 资金尧 宣传等手
段袁引导巧打 野红都冶牌袁新增 2
家省级名牌产品袁 省级名牌产品
数量达到 5家遥 江西九华药业有
限公司荣获野2018年江西省质量
管理先进企业冶称号遥金字牌电线
荣获 野苏浙皖赣沪名牌产品 100
佳冶称号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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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渊瑞金冤经济技术开发区全景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