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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独特

这是一座拥有得天独厚区位优势的国
家开发区，高速公路、铁路客货线、国际
港码头、昌北国际机场、南昌地铁 1 号线
共同构筑了经开区“五位一体”的现代综
合立体交通体系。国际集装箱专用码头、
铁路货运中心、综合保税区、国际航空港
等现代物流平台更是让产品通江达海、畅
行天下。

产业基础雄厚

这是一座蓬勃发展、产业链全的国
家开发区：南昌经开区现有企业 2300 多
家，规模以上企业 160 多家，产值过亿
企业 120 多家，已吸引了 17 个国家和地
区的客商投资项目 180 多项。目前，南
昌经开区逐渐形成了以欧菲光、智慧海
派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以恒天百路佳客
车、江铃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
车及汽车零部件和以济生制药、顶津为
代表的医药食品等三大产业为主导，以
家用电器、新材料等若干产业为补充的

“3+X”产业发展新模式。南昌经开区现
已成为了国家生物医药产业基地、江西
光电产业基地、装备制造业基地、家电
产业基地、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基地等五
个重要产业基地。

城市功能完善

这是一座配套设施全，既宜业又宜居
的国家开发区。区内拥有总容量 36 万千伏
安的变电站、日供水量达 18 万吨的自来水
厂和日处理能力达 20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天然气、通信管网全覆盖。保税物流中心
与南昌国际集装箱码头实行区港联动；综
合保税区、铁路物流园、龙头港码头已开

工建设，普洛斯、丰树、深国际等大型现
代物流公司的落户都可为南昌经开区提供
方便、快捷的物流配送。

生活环境优美

南昌经开区不仅是座新型工业区，同
时也是一座滨江园区、绿色园区和生态园
区，229 平方公里范围内有 1/3 是湖泊和森
林、绿地，是江西省首批生态工业园区。
国家梅岭风景区、赣江生态廊道、孔目湖
湿地公园、白水湖湿地公园⋯⋯区内有着
美妙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三面环山，
一面临水，浑然天成，工业园区交融于秀
丽的山水之中。

人才资源丰富

“做强企业，以人为本”。南昌经开区
人文底蕴深厚，有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
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 17 所高等院校、
19 所科研机构、6 所技工学校，20 万技术
性人才可为进区企业提供、培训和储备各
种人才。同时，开发区辖区及周边近 230
万人口，更能够为进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
用工需求。

创业热潮涌动

为 打 造 “ 新 型 工 业 区 、 创 新 创 业
城”，南昌经开区紧紧围绕“强产业”目
标，大力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目前，已形成了腾讯众创空间 （江西）、
北大科技园众创空间、清华科技园孵化基
地，保税物流中心双创基地和驻区高校创
业孵化中心。其中，清华梦工厂、99 创业
咖啡和江财大学生创业孵化中心获江西省
首批国家 （全国第二批） 众创空间。如
今，南昌经开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热潮涌动。

南昌经开区南昌经开区：：

打造工业文明打造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示范区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示范区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 （简称南昌经开区） 是江西省首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中国富庶、经济活跃、购买力

强的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中心地带，是一个功能完善的新型生态工业园区，也是一座绿色宜居的滨江新城。
南昌经开区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国家中小企业创业基地”，被江西省授予“省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全省先进

工业园区”⋯⋯
南昌经开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发展理念，牢牢抓住江西省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发展机遇，

重点将儒乐湖 （产业） 新城打造成为江西省大昌北经济圈的“引爆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的示范样
板区。

南昌经开区招商重点产业简介

奥克斯南昌基地生产线奥克斯南昌基地生产线

欧菲光生产车间欧菲光生产车间

南昌国际集装箱码头

江铃新能源汽车生产线

产业名称

产业现状

市场分析及
经济效益预

测

联系方式

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南昌经开区的优势产业，现有江

铃新能源、百路佳客车等一大批新能源及零部件企业 40
多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25 家，形成了卡耐电池、恒
动电池为主的电池配套，以格特拉克、保捷锻压等为主的
传动系统配套，以辉门零部件及车身构件配套，以欧菲光
为主的智能车联配套，拥有了汽车整车、变速箱、齿轮及
相关零部件为一体的新能源汽车产业。2015 年新能源
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3.12 亿元，
是全省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2015 年 全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生 产 340471 辆 ，销 售
331092 辆，同比分别增长 3.3 倍和 3.4 倍。其中纯电动汽
车 增 长 势 头 尤 为 迅 猛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54633 辆 和
247482 辆，同比分别增长 4.2 倍和 4.5 倍。下一步经开区
着力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驱动电机、电子控制和动力电
池等核心企业。重点扶持现在新能源汽车，争取再引进
1—2 个汽车总装企业，2016 年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
产业产值达到 200 亿元。力争 2020 年，形成 500 亿级新
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联系人：区招商局 焦小东
联系电话：0791－87121767 手机：13607000527
传真：0791－87039939 E-mail：317963109@qq.com

产业名称

产业现状

市场分析
及经济效
益预测

联系方式

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南昌经开区现初步形成了从触控系统、摄像模组到手
机终端的手机产业链，主要企业有欧菲光产业群、中航科
工·智慧海派（手机整机生产）、元盛电子（扰性线路板）、东
光电子（电感线圈等电子元器件）等。欧菲光产业群形成
了以触摸屏输入、摄像头成像信息输入到液晶显示输出，
以及指纹识别信息输入、智慧城市为核心的一体化产业集
群。主要产品触摸屏出货量全球首位，摄像头出货量国内
前列。区内的海派通信主要从事智能手机 ODM/OEM 业
务，已形成了年产千万台以上的手机整机生产能力。2015
年，该产业产值约 188亿元，纳税近 3亿元。

以光学光电、手机为特色的电子信息产业是南昌经济
技术开发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下一步南昌经开区将依
托全省重点打造的“南昌光谷”产业平台，首期规划面积 1
平方公里，建设好标准厂房及配套设施。继续围绕电子信
息产业中的消费电子、汽车电子、LED 半导体等细分产业，
引进龙头企业，完善产业链，实现产业集聚。规划三年内
实现产值 500亿元。

联系人：区招商局 江峤山
电话：0791－87121338 手机：13517005253
传真：0791－87039936 E-mail：70035029@qq.com

产业名称

产业现状

市场分析及经
济效益预测

联系方式

医药食品产业集群
南昌经开区现拥有“国家南昌生物医药基地”

及“江西省生物医药基地”称号，现有医药食品企业
8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1 家。医药食品
产业以济生制药、杏林白马、立健药业、诚志股份、
双汇食品、润田和顶津食品等为龙头，初步形成了
以药品、医疗器械、饮料、纯净水、调味品为一体的
医药食品产业。2015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21.91
亿元，成为全区首个两百亿级主导产业。

我国医药食品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与
世界平均比还有 3 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比还有 10
多个）GDP 占比上升空间，是典型的朝阳产业，同时
GDP 每增长 1%，药品市场容量将随之增加 1.6%，国
家将通过实施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应用示
范工程、加大财税金融政策扶持等方式推动产业快
速发展，将为医药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的
支持。经开区下一步将重点引进国内外著名医药、
食品企业，建设食品工业基地和医药工业基地。
联系人：桑海产业园招商局 邓仁伟
联系电话：0791-3825675 手机：13870972006
传真：0791-83825981
E-mail：30638149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