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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官龙样

打造航空小镇。全面启动了航空小镇路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和周边环境整治工作，截至目前已为
航空小镇建设征地 1406 亩，征收房屋 78029 平方
米，保障了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落户的用地需
求。加强航空小镇环境污染防治，小镇内未来生
活污水及工业污水均通过污水管网集中至景德
镇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确保小镇内生活污水集
中处理率达到 90％以上。三是在产业集群方面，
2016 年年底至今，高新区与昌飞公司在航空小镇
范围内合作共建的景德镇航空零部件产业园共
引进企业 24 家，计划总投资合计 30.32 亿元，形成
了昌飞、北通航、德利 3 家直升机整机厂齐头并
进、30 多家直升机产业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规模
化产业集群。四是航空文化旅游方兴未艾，消费
市场前景广阔。去年国庆节期间，建成后的航空
科技馆对外开放，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
每天有 2000 人次左右的人流量。在此基础上，我
市将大力推进“航空+旅游”
“航空+运动”
“航空+科
普”等融合发展，不断延伸通航产业链，拓宽应用
领域。
近年来，昌飞在民机产品方面势头较好，特
别是研发的 AC 系列直升机，广泛应用于巡逻、通
信、紧急救援等各个领域，前景广阔，接到了国内
外诸多订单。特别是在军民融合有关政策下，
2017 年，航空工业昌飞在通航业务中大力拓展销
售渠道、拓宽通用航空应用市场、布局直升机起
降场建设、加快航空零部件产业聚集，为昌飞公
司通航产业发展凝聚力量、奠定基础。
截至目前，昌飞公司已形成军机、民机和国
际合作项目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主要产品有直 8、
直 10、直 11、AC310、AC311、AC313 等系列直升机。
在原来主要用于警用航空、通航公司的基础上，
拓展到国家地质勘探、航空遥感应用领域。在拓
宽通用航空应用市场领域中，昌飞公司成立了
“全省通”飞行活动项目团队，陆续完成“全省
通”新余、鹰潭、上饶、吉安、宜春、赣州、
抚州、景德镇、南昌等地飞行活动，解决了政
府、民航、军航、宣传等多方联动的问题，实
现了全省多个设区市年底飞起来的目标。通过
走访、推介、洽谈，圆满完成了与江西省 11 个设
区市通航战略合作协议签订。
进入新时代，景德镇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我市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
精神，大力实施“创新引领、改革攻坚、开放提升、
绿色崛起、担当实干、兴赣富民”工作方针，以高
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推进航空产业发展，
奏响新时代的“蓝天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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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Ｘ”产业体系之汽车产业

大昌河：新时代开启新征程
□ 瓷都晚报记者 洪晶晶
进入 8 月，汽车企业迎来周期性的生产
淡季，但北汽昌河汽车景德镇洪源工厂的工
人丝毫没有松懈，正忙着生产北汽 Q7、A6
等车型。自这两款车型上市后，在各大城市
掀起了一股抢购热潮。
产业是城市的支撑，产业兴，城市旺。
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汽车产业的发
展，将其列为“3+1+Ｘ”产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放在了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
位置。
省委书记刘奇在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体
（扩大） 会议上指出，创新引领是江西发展的
第一动力。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风口”上，江西唯有主动搏击、创新制胜，
舍此别无他途。
景德镇汽车产业从不缺少这样的勇气。
今年 1 月 18 日，北汽昌河汽车研发中心项目
开工，标志着整合后的“大昌河”全新发展
战略的正式启动，同时也标志着景德镇将成
为北汽集团自主双品牌战略又一极的昌河汽
车的总部基地。我市汽车产业在新时代开启
了新征程。
“大昌河”全新发展战略正契合着省委提
出的“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在科技创新
上求突破，加快产业升级、动能转换。把创
新摆在核心位置，深入实施科技强省、工业
强省战略，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建设创
新载体和平台，打造创新产业集群……以科
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形成以创新为支
撑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战略重点。
建设北汽昌河汽车研发中心项目，是北
汽集团深入推进“集团化 2.0”战略，支持昌
河汽车加速转型发展、致力做大做强的又一
具体举措，将进一步提升昌河汽车科技和品
质实力；也是北汽集团与我省战略合作的又
一重要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对“大昌河”
建立自主创新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
现传统动力与新能源动力“双核驱动”的有

▲诗情画意
瑶里镇。
（李开旺 摄）

◀古窑民俗博
览区中的镇窑正在
烧造瓷器。
（记者 付裕 摄）

“3+1+Ｘ”产业体系之新经济
洪源工厂焊装车间自动化率为 100%的白车身拼焊总线的德国库卡机器人正在
拼焊 Q35 白车身。
（昌汽轩 摄）
力助推，将为昌河品牌注入更多的科技与品
质元素，聚合更多的竞争优势。
重组进入北汽集团以来，在省、市政府
和北汽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昌河汽车洪源基
地建成投产，新能源基地、发动机项目开工
建设，多个新产品投产上市，奠定了昌河汽
车转型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在北汽集团“集
团化 2.0”和“双转型”重大战略引领下，昌
河汽车近期完成了“大昌河”的业务重组，
实现了昌河品牌与威旺品牌的整合，明确了
主打经济型车市场的业务定位，确立了以用

户为中心、多元化发展的业务路径，由北汽
集团的三级企业跃升为二级平台，一个全新
的“大昌河”正以崭新的姿态加快转型发展
步伐，向着“百万千亿”的目标昂首前行。
按照计划，到 2022 年，昌河汽车将形成
景德镇、九江两大基地为主的 100 万辆传统
能源车和新能源车的产能规模，全产业链过
1000 亿元的发展格局，将昌河汽车打造成为
北汽集团经济型车的主力军，竖起城市物流
新能源车行业标杆，实现传统动力和新能源
动力的“双核驱动”
。

田园进坑。
（李开旺 摄）

创新引领

改革攻坚

□

瓷都晚报记者 洪晶晶

中航工业昌飞直升机装配线。
（昌飞轩 摄）

产业兴，
城市旺。
航空产业是技术、人才、资本集聚化程度
较高的产业，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发展航空产业对一座城市而言，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要以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在科技创新上求突破，加
快产业升级、动能转换。省委书记刘奇指出：
“做强做优做大我省航空产业，让江西航空产业
大起来、航空研发强起来、江西飞机飞起来、
航空小镇兴起来、航空市场旺起来，让江西
‘航空梦’早日梦想成真，努力实现从航空资源
大省向航空经济强省转变。”
作为全省航空产业的重要一极，我市航空产
业的发展情况、航空小镇建设情况受到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2017 年以来，省委
书记刘奇多次来到我市调研航空产业发展情况、
航空小镇建设情况，要求“加快推进研发创新、基
础设施建设、市场培育、功能平台、开放合作，全
力做大做强航空产业，早日实现江西航空梦”，为
我市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战略新机遇，加快航
空产业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书记刘奇考察调研以
及全省航空产业发展座谈会精神，我市先后召开
了加快规划建设航空小镇及昌飞航空总装园周
边环境整治工作调度会、航空小镇规划建设工作
调度会等专题会议，市领导又带队赴天津考察中
直公司，拜访工信部、中科院、北航通航产业研究
中心等部门单位，多方征求国内航空领域知名专
家、企业家、基金会等人士对景德镇通航产业发
展和航空小镇规划建设的意见建议。
思路清、方向明、举措实。市委、市政府将航
空产业作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发展新动能的
重要抓手，作为我市“3+1+Ｘ”产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按照“昌飞
和 602 所品牌，政府平台，市场机制”的原则，推动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特色航空小镇建设，培
植景德镇航空“产业树”
。
航空小镇是航空产业聚集地，是实现“航空
梦”的大平台。航空小镇规划建设以来，一是坚
持产融融合，加大融资投资力度。一方面与银行
等金融机构合作，与中信建投资本合作设立了 2
亿元规模的直升机创投基金，与工商银行合作设
立了 20 亿元规模的产业引导基金，并获中信银
行、招商银行等机构 7 亿元贷款授信；另一方面，
依靠自身引资和向上争取政策、项目、资金等方
式，已累计投入 15 亿元支持航空产业发展。二是
突出产城融合，以打造“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百
亿投资、千亿产值”的产业发展平台为目标，精心

着力构建内通外联的大旅游格局

新引擎：
为景德镇插上腾飞
腾飞
“翅膀
翅膀”
”

景德镇是一座有历史、有文化、有故事的城市。
旅游是绿色经济，文化是朝阳产业。文化与旅游的
融合发展，已成为大众旅游时代的鲜明特点。经过
这些年来的打造，我市迎来了旅游产业发展的新时
代。建设旅游名城，
步履坚定。
“发挥我省独特、深厚的人文优势，大力推进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历史文化传承
创新区，着力推进文化与旅游融合，以文铸魂、以文
兴业”这是省委书记刘奇在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体（扩
大）会议上提出的重要观点。而景德镇，它不仅是国
务院首批公布的 24 座历史文化名城，更是展示璀璨
争辉的赣风鄱韵的一颗明珠，这里的旅游产业，始终
流淌着陶瓷文化的血液。在这座充满历史人文气息
的城市，独有的陶瓷文化底蕴和旅游产业完成了恰
到好处的融合，成为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范围游客
的目的地。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接待国内外旅游总计
3376.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25%。其中，国内旅游
人数 3329.80 万人次，增长 24.12%；境外旅游人数近
46.31 万人次，增长 34.33%。旅游总收入 317.99 亿元，
增长 23.17%。
“要让千年景德镇重焕容光。”8 月 6 日，
“大江奔
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主题采访团走进我
市。在参观御窑博物馆时，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集
团董事长刘子力表示，近年来，景德镇致力做好老窑
厂的保护工作，
让惊艳世间的景德镇再创辉煌。
充分彰显陶瓷文化，为旅游产业“铸魂”。悠久
的制瓷历史、丰富的陶瓷遗存，是景德镇的最大财
富。御窑厂，是明清两代御用瓷器的专职制造场所，
也是现存唯一古御窑厂遗址。御窑博物馆则于 2016
年 10 月开工建设，即将完工的主体工程由 8 个酷似
古代柴窑的多曲面拱体结构组成。这些拱体半藏于
地下，使博物馆巧妙地融入周边历史街区。博物馆
建成后，将成为景德镇对话世界的新名片和复兴千
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的新地标。
近些年来，我市加强以御窑厂遗址为核心的世
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加快御窑博物馆建设，使陶阳
里历史街区成为国际文化地标，再现 1000 年陶瓷文
化遗迹、600 年御窑文化遗址和 100 年陶瓷工业遗
存。高标准建设以陶溪川为主体的文创街区、以三
宝国际瓷谷为依托的陶源谷艺术景区，打造创业的
乐土、艺术的殿堂、文化的高地，为数十万陶瓷从业
人员和数万“景漂”创新创业、展示才华、圆梦出彩提
供广阔平台和发展空间。大力发展“个性定制+参与
体验+文化旅游”的陶瓷文化旅游新业态新模式，充
分彰显陶瓷文化魅力，打造世界著名陶瓷文化旅游
圣地。
目前，以御窑厂为核心的“陶阳十三里”的保护
与建设项目正在进行中，御窑厂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陶溪川二期、陶源谷等的建设和发展步伐也在加
快。一批体现景德镇独特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和作
品正在打造……
未来，我市将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加快旅游经济
发展。高品质建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坚持国际
化思维、全域化规划、项目化推进、景区化建设、一体
化发展，按照“城是一幅景，景是一座城，城市景区
化”的要求，做一个项目，成一个景点；建一个地方，
是一片风景。深化文化旅游管理体制改革，
做强旅游
龙头企业，
做好旅游产业配套，
打造精品景区，
开发精
品线路，
建设品牌星级酒店。抓住昌景黄高铁建设和
景德镇机场迁建的机遇，打造国际航空港，建设内陆
双向开放口岸。做足
“旅游+”
文章，
做活浮梁茶文化、
乐平古戏台文化，
发展工业游、
乡村游、
航空游。充分
发挥景德镇地处“六山两湖”
（黄山、庐山、龙虎山、武
夷山、
三清山、
九华山；
鄱阳湖、
千岛湖）和六大世界遗
产中心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
形成
“省内融合、
区域
合作、
国际对接”
内通外联的大旅游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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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提升

绿色崛起

大力培育“X”激活增长新动能
□ 本报记者 刘丹
7 月 31 日上午，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胜利闭幕，省委书记刘奇在会上强调，
坚持发展的主旋律不变、项目的主抓手不松、转型的主方向不偏，千方百计稳定
经济增长，
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着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为此，景德镇与时俱进，大力培育“X”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全市加快发展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服务，
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着力推动医药、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始终坚持
推进在煤化工、氯碱产业、医药及其关键中间体产业、磷精细化学品产业等优势
产业领域快速突破、跨越发展，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重大需求，打造具有
特色优势的精细化工产业基地。目前，共有规模以上精细化工、生物医药工
业企业 50 家，龙头企业有景焦集团、世龙实业、天新药业、金龙化工、宏柏化
学等。景焦集团一直是江西省 10 强企业，旗下精细化工产品中，炭黑产品品
种已超过 20 个，成为国内炭黑生产品种最齐全的炭黑企业。黑猫炭黑在炭
黑行业的排名一直处于亚洲第一，
并跻身世界四强。
家电电子产业形成集群，以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和景光电子有限公
司为龙头，带动配套产业发展。2017 年，全市共有规上制冷压缩机及家电企
业 5 户，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93.13 亿元，同比增长 18.1%；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企
业 21 户（不含光伏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0.7 亿元，
同比增长 7.3%。
与此同时，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5 月 17 日，中国知名的互联网巨头
——猎豹移动在香港正式签约并落户昌江区，标志着我市提升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水平迈上了新台阶，在新经济、新动能转换上进入新时代；5 月 28 日，中
国无人机领域的佼佼者——广州优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又在昌江区荷塘乡
童坊村正式投产……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新经济板块
正在加快形成，
成为助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数字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到陶瓷产品的设计开
发、生产制造和产品销售等方面，景德镇越来越多的陶瓷企业抢滩电商，在网
上实现订单、预约交货、结算。电子商务持续快速发展。我市连续 4 年获评
全国电商“百佳城市”，并在昌江区诞生了两个“中国淘宝村”——2016 年的新
枫街道三河村、2017 年的吕蒙乡石岭村。其中，三河村在线销售陶瓷的商户
有 1000 余户，其中 200 多户初具规模，基本呈现家家户户开淘宝店的局面，助
推电商从业人员和大学生就业创业，
也带活了周边经济发展。

担当实干

珠山区结合区位优势，坚持把“文化筑魂、三产兴区”作为产业发展战略，打
破传统路径依赖，进一步规划产业发展，形成了以商贸文旅、房地产和“少而精”
型工业为主导的具有鲜明城区特色的产业发展体系，引进了洛客、网库、网萌等
一大批新经济新业态企业，
实现了产业结构更优、发展质量更高的预期目标。
这些年来，我市围绕“复兴千年古镇、重塑世界瓷都、保护生态家园、建设旅
游名城，打造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城市”的发展定位，深入推进“三个五”战略行
动，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砥砺奋进，在“3+1+X”产业发展的强力拉
动下，
景德镇与世界对话的目标正逐渐变为现实。

三河淘宝村里电商忙。
（记者 付裕 摄）

兴赣富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