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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月，河南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

●1—9月，河南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64.6%，高出全省工业投资增速57.1个百分点。

2019年以来，江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供给侧性改革

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

略，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建设，积极应对经济下

行压力，工业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稳中提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初显成效。

增速取得近年来最好水平

1—11 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8.6%，高于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列全国第

3位、中部第1位；累计增速自1—4月以来保

持在全国前三位，为近年来最好水平。1—10

月，全省规上工业实现营业收入增长 9.1%，

高出全国平均4.9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增

长 1.2%，高出全国平均 4.1 个百分点。全省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 12.0%，占规上

工业比重 21.2%，同比提高 3.9 个百分点；高

新技术产业增长 13.3%，占规上工业比重

36.0%，同比提高2.7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

长 18.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27.2%，同比

提高1.6个百分点。

工业高质量发展有颜值更有内涵

推动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需要切合

实际的顶层设计。今年以来，江西深入贯彻

制造强国战略，立足工业发展实际和产业现

状，不断完善推进制造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着

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顶层设

计。聚焦航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中医药、

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出台《江西省

“2+6+N”产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

（2019—2023 年左右）》，利用 5 年左右时间，

打造有色、电子信息 2 个万亿级产业，装备、

石化、建材、纺织、食品、汽车6个5000亿级产

业，航空、中医药、移动物联网、LED、虚拟现

实、节能环保等 N 个千亿级产业，引领和带

动全省产业上规模、提层次、增效益。

在高质量顶层设计的指引下，江西始终

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强化创新驱动、融合互动、

绿色促动，产业发展后劲不断增强。智能制

造不断提速，智能制造“万千百十”工程提前

完成目标任务，累计应用智能装备13992台

（套），建设“数字化车间”及“智能工厂”1035

个。创新驱动不断增强，编制发布江西省产

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组织孚能科技等

龙头企业牵头承担攻关项目；通信终端、锂

电新能源等 4 家省级产业技术研究院投入

运营，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 5 家正在筹

建。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累计列入国家贯标

试点企业数量56家、通过贯标评定71家，培

育示范园区 14 家、示范企业 251 家，两化融

合发展指数增速居全国第三。绿色发展不

断提升，15 家企业（园区）列入国家绿色制

造名单，其中绿色供应链企业实现零的突

破。发布省级绿色工厂 28 家、绿色园区 9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1家名单。

新经济新动能进一步蓄势发力

今年以来，江西发布了数字经济发展战

略意见，出台了 5G 产业“18 条”、VR 产业

“33条”等措施，数字经济取得新成效：江西

被列为全国工业数据分类分级试点省，晶科

能源、三川智慧等企业被列为首批全国试点

企业；扎实推进“03专项”，华为（江西）物联

网云计算创新中心等一批重大平台投入运

营，新注册物联网企业800多家、总数近2000

家，全年物联网产业营业收入有望突破 800

亿元；推动万企上云，新上云企业8000家、总

数达 1.5 万家，试点区域企业上云率超过

60%；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4个项目中标国

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9世界 VR 产业

大会于 10 月 19 日—21 日在南昌成功召开，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指出：

“江西省虚拟现实产业近年来取得快速发展，

已经处于国内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的前列。”此

次大会有国内外11位院士、50多所著名高校

的教授、20多家著名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0

多家虚拟现实领域相关行业协会、组织与国

内近20个地方虚拟现实行业协会/联盟的代

表，以及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家虚拟现实领域企业代表，超过7000名

专业观众参会，规模更大、规格更高、内容更

多、成果更丰、影响更远，成为“打造国际范、

体现中国风、展示江西秀、凸显南昌炫”世界

级盛会。大会共签约项目 104个，签约总金

额 652.56 亿元，涵盖产业链各环节，将进一

步壮大江西VR产业实力、完善产业生态。

另一场高技术含量的盛会——2019 年

中国先进技术转化应用大赛也在江西成功

举办。此次大赛有30个项目在大赛颁奖仪

式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 32 亿元。江西省

参赛数量、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夯实发展后劲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5 月 27 日

上午，立景创新科技摄像模组项目开工奠

基。该项目是江西实施“大干项目年”活动

的重大成果，是推进京九（江西）电子信息产

业带建设的缩影。江西今年大力实施“大干

项目年”活动，深入开展集群式项目满园扩

园行动，力争国家级、省级开发区每年分别

至少引进实施一个投资超 50 亿元、20 亿元

集群式重大项目。重点推进“三百一重”项

目（百项投资20亿元以上项目、百项重点技

改项目、百项新动能项目、一批重点创新成

果产业化项目）建设。180个投资过20亿元

项目中，赣锋锂业年产 1.5万吨电池级碳酸

锂等5个项目完工投产，乾照光电南昌基地

项目等 40 个项目部分投产，36 个计划新开

项目开工率达为79.2%。

抓项目的同时，大力实施企业梯次培育

行动，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预计全年

新增入规企业超 1000 家，新认定专精特新

350 家、小巨人 60 家、单项冠军 13 家。江铜

三年创新倍增计划、新钢百亿转型升级改造

等顺利推进，吉安立讯公司等企业有望突破

百亿元。研究制定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实

施意见，修订印发江西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认定办法。

一大批项目的落地开工建设和企业发

展壮大，进一步加速产业集群壮大。今年以

来，江西开展园区“两型三化”管理提标提档

行动，着力打好园区功能完善提升战役。持

续推进标准厂房建设，全年新增 2800 万平

方米；工业园区智慧云平台有望实现全面贯

通；培育新增6个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启动

建设103个主题产业园。实施产业集群提升

行动，以“亩产论英雄”为导向，出台重点工业

产业集群综合评价办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提升，新增鹰潭高新区移动物联网等13个省

级工业重点产业集群、总数达到100个；永修

云山经开区有机硅等获批省级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聚区。

迈向工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征程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四五”发展的

关键之年。江西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为主线，以提升质量效益为中心，以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为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

略，狠抓“三大工程”“六大路径”“五大载体”，

大力推进“2+6+N”行动，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

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着力构建产业治理体制

机制，聚焦主导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壮大新兴

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数字经济新动

能，推动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固基础、强创新、

促升级、增效益、铸辉煌，在“作示范、勇争先”目

标定位中彰显江西工信担当作为，奋力描绘好

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的工业篇章。

2019年以来，河南省深入贯彻落实高质量

发展要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精神，有效推动了全省工业经济

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1—

11月，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高

于全国2.3个百分点，工业经济总量居全国第5

位、中西部第1位，工业经济对支撑全省经济发

展起到了顶梁柱、压舱石、定盘星作用。

今年以来工作开展情况

（一）抓理念转变，厘清工业和信息化发

展的内在逻辑关系。一是坚定推进工业化。

河南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进程远未

完成，且省内发展不平衡，河南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聚焦高质量发展、加速工业化进程。二

是厘清几种关系。产业和企业的关系、传统

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关系、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的关系。三是加速工业化进程应高度重视

科学环保。一方面必须强化环保理念、牢记

环保优先，必须实现超低排放，要求企业环保

设备怎么先进都不为过；另一方面，在落实环

境治理措施中，应避免“一刀切”，要科学制定

标准，保持环保政策的相对稳定性。

（二）抓运行，确保工业经济稳中有进。

一是强化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建立了工业经

济运行数据报送体系，持续推进智能化工业

经济监测平台建设，对省内200家重点企业实

施动态监测。二是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摩擦。

加强中美贸易谈判形势研判，指导相关行业、

企业做好生产经营工作。三是全力做好企业

减负。做好中小和民营企业账款清欠工作，圆

满完成年度任务。四是持续深化企业服务。

（三）抓“三大改造”，推动提质增效。一

是智能化改造。抓好示范体系建设，争取国

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 9 个、智能制造综

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29个，省级认定

智能工厂 97个、智能车间 176个。加强智能

制造项目库建设，截至 9 月底全省投资 3000

万元以上智能制造项目1072个、计划投资总

额 2549.4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比例 39.5%。

二是绿色化改造。推进项目建设，新增 429

个绿色化改造重点项目库项目，组织 68 家

企业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加快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累计创建 86 家国家级绿色

工厂、8个绿色园区、2家绿色供应链示范企

业、8 个绿色设计产品。三是企业技术改

造。持续实施“十百千万”技改提升工程，研

究编制《河南省制造业头雁企业培育行动方

案》及评估管理办法。持续做好工业强基工

作，推荐 10 个工业强基工程重点项目获国

家专项支持2.6亿元。截至10月底，全省技

术改造项目库入库项目 5563 个，2019 年计

划投资 5685 亿元、已完成投资 4773 亿元。

前三季度，全省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64.6%，居全国第4位、中部第1位、五个工业

大省第1位，高出全省工业投资增速57.1个

百分点，对工业投资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四）抓产业转型，促进结构升级。贯彻

落实相关产业三年行动计划，分产业制定出

台年度工作方案，持续抓好4个重点攻坚产

业、4个传统转型升级产业、3个战略新兴产

业。4个重点攻坚产业。装备制造：实施机

器人“十百千”示范应用倍增工程、评选65个

示范项目，推动成立总规模 1亿元的河南省

智能装备发展基金。新型材料：落实国家新

材料首批次保险补偿政策，多氟多、旭飞电

子等 5 家企业共申报保险补贴 4400 多万

元。电子信息：编制印发《河南省智能传感

器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举办世界传感器大

会，规划培育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白

酒：召开全省白酒业转型发展工作推进会，

成立酒业人才交流中心，开展政策宣讲和

“豫酒中原行”系列宣传推介活动，提升豫酒

品牌影响力。4个传统转型升级产业。贯彻

落实钢铁、铝工业、水泥、传统煤化工等 4个

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行动方案，着力推动行业

骨干企业实施装备大型化、企业智能化、产

品高端化升级改造项目。3个新兴产业。重

点抓好尼龙新材料、智能传感器、智能装备

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五）抓创新驱动，培育发展新动能。认

定和培育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19家，成功创

建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四十多项科技成

果荣获国家科技奖励。开展“企业上云”深

度行活动。出台信息化推进年度工作方案。

启动河南省首个5G智慧物流园区建设。

（六）抓开放合作和民营经济，增强发展

活力。一是强化开放合作。举办两岸智能

装备郑州论坛、中国（河南）—欧洲产业合作

对接等活动，组织开展产业转移项目落实年

专项活动，上半年，全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承接产业转移实际到位省外资金1158.23亿

元。二是培育发展民营经济。推动成立河

南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工

作领导小组，起草《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

发展的实施意见》，开展中原企业家大讲堂，

完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2020年重点工作安排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是河南加快推动制造业

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攻坚之年，也是优化

产业结构、持续转型升级的窗口期和机遇

期。重点抓好5个方面工作：

一是以智能制造为引领，持续推进“三大

改造”。完善省市智能制造示范体系，培育建

设50个省级智能工厂、100个智能车间，持续

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服务，抓好1000个智能

制造重点项目建设。深入开展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组织开展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设

计产品、绿色供应链创建工作。跟进河南省

214 个重大技改项目，对接工信部引导金融

机构增加对我省制造业中长期融资。二是聚

焦重点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抓好省定

重点产业转型升级。对装备制造、新型材料、

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加快推进向产业链

中高端延伸，打造产业增长支撑点。抓好传

统产业改造提升。贯彻落实钢铁、铝工业、水

泥、传统煤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发展行动方

案，着力推动行业骨干企业实施一批装备大

型化、企业智能化、产品高端化升级改造项

目。抓新兴产业培育。聚焦重点突破，注重

产业生态，突出开放合作、市场牵引、项目带

动，重点抓好尼龙新材料、智能传感器、智能

装备等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三是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推动网络经济强省建设。持续开展

“企业上云”专项行动，力争全年推动 3 万家

企业上云。提升智能制造基础支撑能力，基

本建立覆盖制造业重点行业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体系。培育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

快发展5G、工业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产业。四是强化开放合作，厚植产

业发展优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全力

筹备 2020 中国 500 强企业高峰论坛和 2020

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扩大国

际产能合作，探索与央企驻境外机构开展合

作。积极创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级示范

区。五是优化企业成长环境，稳定工业经济

运行。加快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融资服

务体系和培训服务体系建设，推动设立省中

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强化企业服务保障，

深入实施“育鹰计划”，加大政银企对接力

度。持续开展企业减负工作，全力组织清欠

攻关行动。扎实做好企业服务工作，持续开

展“四项对接”活动。开展营商环境专项整

治，开展降成本专项行动。

●1—11月，江西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增长8.6%，高于全国3个百分点。

●1—10月，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

收入增长9.1%，高出全国平均4.9个
百分点。图为汉腾汽车智能焊接车间

图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焊接群图为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焊接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