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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昌市中心城区

和赣江新区为核心区的

大南昌都市圈正驶入高

质量发展快车道。产业

科学规划，大南昌都市

圈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到

主导地集聚，促进企业

集聚发展，推动上下游

关联发展，产生加倍的

经济效益；以项目为引

领，各地积极推动融合

一体快速发展，将区域

内相对分散的要素、资

源等更好地集聚整合起

来，形成更大发展新

动力。

10 月 24 日中午，阳光明媚，
在出发前往高铁站前，挪威船级
社中国区安全解决方案总经理李
爽再次确认行程，下一站到江苏
徐州市。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专
业风险管理服务机构中国区负责
人，李爽第一次选择在二线城市
落地项目。

“硬核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规划
让人惊讶，徐州高新区已拥有安全
产业领域企业270多家，涵盖了矿
山安全、消防安全、危化品安全、
公共安全、居家安全五大方向。”
在 10 月 27 日举办的 2019 中国安
全及应急技术装备博览会上，李爽
表示，挪威船级社将在徐州设立两
所国际安全评级学院，把国际上最
先进的安全技术、安全标准以及安
全设备带到徐州。

挪威船级社落地徐州高新区
是个缩影。今年，徐工集团安全
消防装备生产基地将竣工投产；
安华消防新材料研发中心及产业
基地项目全面开工，一期生产线
投产运营；新奥集团安全物联网
设备研发与生产制造检测项目、
大凤太好危化品储存装备清洗装
备研发生产基地等重大项目相继
签约落地。此外，鲁班智能、奥
斯力特、龙安电子、汇海检测等
一批具有高成长性的“小巨人”
企业相继入驻，不断丰富和延展
徐州市高新区安全产业链条。

“除大项目落户，我们更加注
重激发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和企
业的创新动能，推动安全企业由
制造向创造转变。”徐州铜山区委
书记、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王维峰
介绍说，徐州科技创新谷、徐州
产业技术研究院、国家安科园三
大创新平台，46 个产业科技创新
机构，4 个海外科技企业孵化器、
3个海外技术转移中心——徐州高
新区构建了“全套”创新体系；9 个安全产业院士团队，
集聚20 名顶尖人才、80 名产业领军人才、1000 多名安全
产业创新创业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力量。

目前，徐州工大三森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YHC矿
井提升自动换绳设备，已经可以完全替代进口，被国家相
关部门列入了安全技术应用“四个一批”项目，成为世界
上唯一可与德国SIEMAG公司形成竞争的矿山提升安全装
备企业；徐州中矿大华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近年来专注矿
山通信与自动化控制产品开发，成为集矿山设备感知、人
员感知、环境感知于一体的智慧矿山技术集成供应商。

2018 年我国安全产业总产值达 8898 亿元，较 2017 年
增长15.1%。赛迪智库安全产业研究所所长高宏表示，徐州
高新区建设了全国首家、目前唯一、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安全
产业示范园区，拥有政策支撑、丰富创新平台、健全产业体
系和优良营商环境，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安全谷”
正呼之欲出。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到抚州的城
际公交线路已被提上日程。正式开通
后，这将成为继南昌—丰城、南昌—
永修城际公交线路之后，大南昌都市
圈内开通的第三条跨市公交线路，极
大加强了两地沟通联系。

随着江西相继出台 《关于支持大
南昌都市圈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大
南 昌 都 市 圈 发 展 规 划 （2019—2025
年）》 等政策，以南昌市中心城区和
赣江新区为核心区的大南昌都市圈正
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以项目为带动
构建一体化城市圈

南昌市与九江市、宜春
市、上饶市、抚州市以及赣
江新区管委会联合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旨在研究协
调解决都市圈推进中的重大
问题。

根据规划，大南昌都市圈包括南
昌市、九江市和抚州市临川区、东乡
区，宜春市的丰城市、樟树市、高安
市和靖安县、奉新县，上饶市的鄱阳
县、余干县、万年县以及国家级新区
赣江新区。以南昌为核心的大南昌都
市圈，国土面积占全省近 30%，总人
口占全省近 40%，GDP 总量占全省近
50%，是江西省经济发展的最热区
域，也是国家重大战略在江西的叠加
区域。

“发展大南昌都市圈，是江西破解
发展不充分问题的主要抓手。”南昌市
发改委副主任陈瑛认为，打造都市圈
必将进一步集聚区域内人流、物流、
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从而提升城
市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项目是强大动

力。为协调推进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
重大项目，南昌市与九江市、宜春
市、上饶市、抚州市人民政府和赣江
新区管委会联合建立“联席会议制
度”，旨在研究协调解决都市圈推进中
的重大问题。联席会采取轮值制，原
则上每年11月份举行1次年会；今年7
月份，九江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
展行动方案“32条”，明确提出将加快
铁路项目和公路项目建设。

以项目为引领，江西各地积极推
动融合一体快速发展，将区域内相对
分散的要素、资源等更好地集聚和整
合起来，以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为江
西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

以产业为引领
培育现代企业集群

大南昌都市圈能促进企
业集聚发展，还可以创新出
更多新生企业，推动上下游
关联发展，进而形成从原料
供应、元器件配套、加工生
产 到 产 品 销 售 的 完 整 产 业
链条。

南昌市奥克斯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位于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西省汇
晶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抚州，为奥
克斯电气生产空调用铜部件，双方已
经合作了 8 年，合作金额每年达 8000
万元左右。“现在公司实现了新一期扩
产，企业双方合作规模随着产量逐步
增大，平均运输成本也在降低。”奥克
斯公司总经理助理曹建荣表示，随着
大南昌都市圈设想的提出，双方都对
未来合作前景给予了极大期待。

以南昌为核心的大南昌都市圈承
载了江西省包括航空制造、半导体照

明、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
虚拟现实在内的绝大部分战略性新兴
产业，同时拥有江西省大部分高校和
人才资源，是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的根基所在。

但是，作为都市圈内的江西省会
城市，南昌目前主要面临着核心引领
不强、产业集聚度不高等问题。陈瑛
认为，在新的历史机遇下，打造大南
昌都市圈能够促进产业科学规划，吸
引更多相关企业到主导地集聚，促进
企业集聚发展，还可以创新出更多新
生企业，推动上下游关联发展，进而
在一个地方形成从原料供应、元器件
配套、加工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完整产
业链条，产生加倍的经济效益。

南昌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郭建
斌说，大南昌都市圈建设既强化了南
昌的核心地位，也赋予了南昌更大的
责任和使命，是对南昌过去发展的充
分肯定，也是对南昌未来贡献的强烈
期许，更是推动南昌加快发展的难得
机遇。

以区域统一规划
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

江西各地积极推进公共
服务一体化，在交通出行、
文化旅游、生态保护、医疗
保障等方面出台方案，实现
大南昌都市圈同城化。

从九江市永修县城到南昌市区，
路程不到 1 小时，两地早在 2013 年
就开通了城际公交线路。在南昌市
房地产交易中心上班的许文杰，家
住永修县城，每天上下班都要乘坐
139 路公交车往返两地。他感觉，两
座城市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医保即
时结算、手机没有漫游费、昌九快

速路免费通行……“双城”生活正在
逐渐同城化。

如何提高大南昌都市圈的引领
力？于百姓而言，关键在于民生这一
落脚点。江西各地积极推进公共服务
一体化，实现大南昌都市圈同城化。

目前，继九江推出行动方案后，
上饶市也出台了支持鄱阳、余干、万
年县融入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行动方
案，积极争取开行至南昌的城际列
车，并推动开通至南昌的公交线路；
支持建立健全都市圈住房公积金异地
使用机制，健全社会治安治理联动
机制。

在文化旅游方面，上饶提出共同
依托名山、名湖、名楼和红色、绿
色、古色文化，联合打造临湖、临江
和高铁旅游走廊等精品旅游线路，推
行都市圈旅游“一票通”,率先推行公
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大南昌都
市圈内各地将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
护，统筹推进鄱阳湖水域、长江九江
段和赣江流域、抚河流域的生态修
复、资源保护与利用。依托自然生态
优势，在都市圈东部构建以鄱阳湖水
体和湿地为主的生态涵养区；在都市
圈西部构建以九岭山、庐山、梅岭景
区等山地森林为主的生态屏障。

对于百姓关心的医保、公积金，
江西省将支持省属和市属医院以联合
办医、办分院等方式布点建设医疗机
构，完善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大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完善
都市圈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制度，建立
健 全 都 市 圈 住 房 公 积 金 异 地 使 用
机制。

“随着大南昌都市圈建设的逐步推
进，可以预见，赣中北地区甚至长江
中游地区的区域格局将重构，其中南
昌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
响力会显著提升。”郭建斌说。

大南昌都市圈将推进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培育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和领航企业，打造推进产业绿色高端化转型的“领头

雁”。图为位于南昌经开区的同兴达精密光电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罗湖区“双周发布”举
办物业管理改革和政府合同监管改革专场。罗湖区财政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晶作了“让政府合同在监管下运行——
罗湖在全国率先推行政府合同履约监管改革”主题发布。

近两年来，随着罗湖区推进惠民生、补短板工作，政
府合同的数量快速增长，涉及金额也越来越大，与老百姓
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徐晶说，罗湖区委、区政府从2018
年起着手推进政府履约合同监管改革，这也是在全国范围
内率先推行的一项改革措施。

新制度合规合理运行需要制度和标准来保障。2018
年，罗湖区政府出台了《深圳市罗湖区政府合同监督管理办
法》。今年，罗湖区又陆续推出事前、事中、事后制度，包
括发布部分合同示范文本库、制定合法性审查事务办理规
则，在事中阶段建立重点合同监管制度、集中采购合同的备
案制度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推进新制度落地实施，罗湖利
用科技手段创新搭建了全国首个智能化合同监管平台。据
介绍，该平台创新运用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手段，努力实现“全面、智能、共享”三大功能。

深圳罗湖区率先推行政府合同监管
全过程可留痕、可溯源、可追踪

将分散的要素、资源等更好地集聚整合起来，形成发展新动力——

大南昌都市圈破解发展不充分难题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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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直门外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286

许可证流水号:00590309

批准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4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号院3号楼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21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前门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1100016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713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12月09日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9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28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

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

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

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丰盛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331

许可证流水号:00590596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8月27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

电话:010-63134972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31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芍药居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11000213

许可证流水号:00455896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9月2日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36号楼

电话:010-64294868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0月3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

终止营业的公告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长安街支行
简称：北京银行西长安街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77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53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2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南路1号骏洋
国际大厦首层106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04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民家园支行
简称：北京银行惠民家园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75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41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7月29日
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惠民家园二区29号
楼1至2层102-5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06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兴国际机场支
行
简称：北京银行大兴国际机场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276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52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2日
住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层国际到达区
东侧（编号S-AR01-007）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04日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支行
简称：北京银行石景山支行
机构编码：B0107S211000102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73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02月12日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54号院3
号楼1至2层6-17、6-18、12层1205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01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阜外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阜外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71
批准成立日期：1993年03月1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9 号院 1
号楼商业3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01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科技支
行
机构编码：B0152S21100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47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8月19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3号1幢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1日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科技支
行
机构编码：B0152S211000009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48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8月19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27号
一层、六层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1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批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
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
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