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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变：育发展动能，通
赶 超 之 路 。 体 系 为 先 ，平 台 为
要，企业为源

后发展、欠发达，是革命老区的共同现实。

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向创新要动力是不二

法门。但是，要破解好这道题，并不轻松。

难在哪？难在既要追赶，又要跨越；难在传统

产业要“转”，新兴产业要“上”；难在不仅要解决“有

没有”，还得想办法解决“好不好”。千难万难归于一

处：难在各类创新要素培育和集聚上的先天不足。

“南康家具还没资格参加我们的博览会。”南

康区委书记何善锦清楚地记得这件事——2017

年，他兴冲冲带队到深圳参展，却被深圳家具协

会负责人不留情面地泼了冷水。

这样的“伤自尊”，何善锦遭遇过不止一次。

无林木资源、无市场条件、无交通优势的“三无”

南康，靠着一群返乡木匠，敲打出了一个“无中生

有”的产业，却也因创新能力不足，抄袭模仿成

风，一度在业界坏了名声。“前几年南康搞家具博

览会，我们贴钱请知名厂家参展，人家都不肯来，

原因很简单，怕我们抄袭。”何善锦回忆说。

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动力不强，是制约老区

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瓶颈。近年来，赣州围绕革命

老区创新发展作示范，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

向,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抓紧

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则提

前部署。为此，下了三步棋。

第一步，体系为先。

赣州围绕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出台《关

于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赣州

的实施意见》等 10 余个政策文件，建起全过程创

新生态链，为企业放手试、大胆闯提供良好环境。

第二步，平台为要。

赣州把注意力放在优势产业顶端，离子型稀

土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脐橙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目前，仅国家级科创平台载

体，赣州就已达 20 个。

去年 10 月份，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落

户赣州，这是中科院近 10 年来新设的首个直属科

研院所，填补了江西无国家级大院大所的空白。

赣县区作为承接地，仅仅 7 个月，便实现一期

工程竣工交付。赣江创新研究院动作更快，还没

落地，就组建起资源前沿与交叉中心、资源与生态

环境研究所、材料与化学研究所等 5 个研究单元，

聚焦赣南稀土、钨等优势资源绿色高效分离、高端

材料开发。9 个院士团队领衔的 200 多位科研人

员，与赣州市 20 余家重点企业建立紧密合作，科

研人员赴企业担任技术副总，迅速卡位。

位于赣州高新区的中科拓又达智能装备科

技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公司董事长赵欣说，

在赣江创新研究院科技成果加持下，他们当年投

产，当年盈利，实现了产品从 0 到 1、从 1 到 N 的

裂变。通用机器人、上下料机器人、稀土冶炼机

器人相继面世，成为国内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

的引领者。

牛刀小试，锋芒尽显。赣州高新区党工委专

职副书记黄建鸫感叹：“谁拥有一流创新人才，拥

有前沿学科，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赣

江创新研究院是破解老区创新发展难题的‘药引

子’，进而将带动赣州成为区域创新高地。”

第三步，企业为源。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创新的源泉，更是

强市的根基。在赣州的理解中，有了龙头才能

“出头”，才有“奔头”。

2019 年 2 月份，赣州经开区的孚能科技被认

定为江西省首家“独角兽”企业。在这家企业繁

忙的生产线上，不同规格的三元锂电池次第下

线。孚能公共事务部总监支译繁介绍说，企业掌

握了数十项核心技术，是全球最早产业化生产三

元锂电池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

大、全球前三的软包动力电池供应商，进入戴姆

勒、吉利、路特斯、红旗等知名车企供应链。

孚能“花开”赣州，展现了老区企业的创新活

力，折射出的则是老区在产业“赶超”上的眼界。

当年，孚能抱着自己的“独门秘籍”四处找娘

家，因为市场还未完全发育，就连沿海发达地区

的开发区也不愿意“吃螃蟹”。赣州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陈水连说，当时赣州就敏锐地意识到，孚

能的电池技术和赣州的高性能钕铁硼永磁电机，

可以构成新能源汽车的完美配套。

赣州愣“砸”出 7000万元入股，力邀孚能落户。

赣州不仅“砸”出 500 亿市值的江西首家科创板企

业，更“砸”出了新能源汽车上下游的完整配套。

“老区创新发展，坚持高标准是前提，同时还

要因地制宜，保持前瞻性。以赣州为例，不能仅

仅满足于简单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更要

在新兴产业的谋划、培育和发展方面实现突破。”

赣州市发改委副主任亓伟扬说，赣州目前形成的

新能源汽车城、现代家居城、中国稀金谷、青峰药

谷、电子信息产业带、纺织服装产业带，全都是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加大创新投入的结果。通过实

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支持组建创新联合

体，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赣州培育出一批产

业链“链主”企业、头部企业。

这些企业就像一粒粒种子，正以惊人的速度

不断成长。虽然与发达地区还不可同日而语，但

与自己的过去相比，赣州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

进步：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由 2012 年的

0.31%提高至 2020 年的 1.6%；高新技术企业遍地

开花开花，，由由 20122012 年的年的 1212 家增至家增至 20202020 年的年的 11071107 家家，，

增幅全省第一增幅全省第一。。

开放之境开放之境：：破封闭定式破封闭定式，，树树
““湾区思维湾区思维”。”。博采众长博采众长，，利在兼利在兼
融融，，胜于产业胜于产业

老区之困老区之困，，最大的问题是困于封闭最大的问题是困于封闭。。

““唯有开放才能进步唯有开放才能进步，，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唯有包容才能让进步

持久持久。”“。”“努力续写更多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春天的故事’”“’”“在更高起在更高起

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点上推进改革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放的

重要论述重要论述，，正在赣州开花结果正在赣州开花结果。。

因为赣江水道，因为梅岭古驿道，赣州鼎盛

一时。“溯赣江，沿章贡二水，攀南岭、罗霄、武夷

山关隘，抵闽、粤，直指南洋⋯⋯”作为历史上丝

绸之路陆海互联的重要节点，赣州一度“商贾如

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随着内河

水运的没落和陆路交通的“更优替代”，深锁大山

的赣州辉煌不再。

“春天的故事”如何演绎？必须砸开封闭的

固锁。故事的序章，始于《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这

一文件提出支持赣州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打造内

陆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由此，一场乘风破浪的

“开放之旅”扬帆远航。

这些年，赣州高速公路实现“县县通”，总里

程 1495 公里，约占江西省的四分之一；继昌赣高

铁开通营运后，赣深高铁即将横空出世，赣州与

“粤港澳大湾区”2 小时经济圈跃然纸上；黄金机

场成为江西第二个国际空港，瑞金机场计划 2022

年通航，龙南通用机场即将开建，赣州成为全国

拥有最多机场的设区市之一。除此之外，还有

“借船出海”的赣州国际陆港。

“从国家层面看，赣州被定位为‘全国重要的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并入选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名

单；从区位上看，赣粤闽湘四省通衢的赣州，承东启

西、沟通南北，是江西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最

前沿，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内陆发展的直接腹

地。”赣州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陈相飞说，赣

州周边 400 公里半径内，没有省会城市，这就代表

赣州不会被“虹吸”，而赣州周边 200公里半径外才

有地级市，这就意味着赣州有“辐射”带动的潜力。

为此，江西提出将赣州打造成为省域副中心城市，

在江西南部崛起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

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赣州优质资源配置不

足；相对于西部地区，赣州的要素成本不是最低；

就算站在江西全省，赣州产业基础也依然薄弱。

拿什么来吸引资本？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这为我

们提供了根本遵循。”赣州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张

卫东说，赣州要发展，要靠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凡是大湾区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到。”这

是赣州上至市委书记，下至基层办事员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发展中的问题，看上去是营商环境，

根子则是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张卫东

认为，关键在于变“老区思维”为“湾区思维”，变

“避责思维”为“负责思维”。

循着湾区思维，赣州创新推出“全产业一链

办”改革。

“过去，下放审批权限都是‘撒胡椒面’，现在

实行‘园区点单，精准下放’，对照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十大指标体系，将涉及的省、市、县三级权限

能放尽放至园区，助力园区产业强链补链。”赣州

市行政审批局政管科负责人彭博说。

在龙南市，当地提出打造“龙易办”营商品

牌，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容易办、放心办，最高效、

最放心”。在赣州经开区，入园建设项目办结时

限总体压缩 159 个工作日，证明材料总体精简 37

个，“最多跑一次”事项比例达 95%、“一次不跑”

事项比例超 60%。

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放大了赣州的区

位优势，也补齐了思维短板。更为深刻的变化，

是赣州增强了市场意识，取人之长，为我所用。

赣深“组合港”的诞生，就是一个代表案例。

何善锦说，自己最初是在报纸上看到“组合

港”这个概念的，于是突发奇想：“南康的木材进

境陆港，能不能和深圳一起搞个组合港？”

一开始这是一场“单相思”。“我们有什么东

西能为人所用？”南康变换了思路，提出与深圳盐

田港集团成立平台公司，让渡管理权，“让利共

赢”，赣深“组合港”应运而生。依托这一全国首

创的“跨省份、跨关区、跨陆海港”通关模式，赣州

港与盐田港实现“同港同价同效率”。何善锦说，

这一次“让利”让出了“新天地”：赣州出口企业资

金成本节约金成本节约 3030%%，，时间成本节约时间成本节约 4040%%。。

思路通思路通，，路路通路路通。。立足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立足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

高地高地，，赣州各区县选准首位产业赣州各区县选准首位产业，，错位竞争错位竞争，，既为既为

县域经济的协同县域经济的协同，，也为与大湾区产业的对接也为与大湾区产业的对接，，更更

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融入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融入。。

在南康区的格力电器在南康区的格力电器（（赣州赣州））智能制造基地智能制造基地，，

一台台机器来回穿梭一台台机器来回穿梭。。120120 亿元的投资亿元的投资，，将在这将在这

里垒起涵盖空调生产里垒起涵盖空调生产、、家用电器家用电器、、再生资源项目再生资源项目

的生产基地的生产基地。“。“南康将致力于家具南康将致力于家具、、家装家装、、家电产家电产

业融合发展业融合发展，，打造全国知名的泛家居全产业链打造全国知名的泛家居全产业链。”。”

赣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林小兵说赣州市工信局副局长林小兵说，，今年以来今年以来，，以龙以龙

南南、、信丰和赣州经开区等为重点信丰和赣州经开区等为重点，，赣州大力推进赣州大力推进

电子信息产业“芯、屏、端、网、器”融合发展，正成

为泛珠三角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

立足构筑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赣州各区县

普遍建起对接大湾区的平台。亓伟扬说，我们通

过做大做强赣州经开区、龙南经开区、瑞金经开

区、赣州高新区 4 个国家级开放平台，深度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了江西“三南”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合作示范园、深赣港产城特别合作区、赣闽

产业合作区等重大开放平台建设。

2020 年，赣州现代家居产业集群产值突破

2000 亿 元 ，有 色 金 属 产 业 集 群 产 值 达 1200 亿

元，纺织服装、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值均超 900

亿元。今年前 8 月，赣州国际陆港开行中欧班列

201 列，同比增长 55.81%，发送货物 1.82 万标箱，

同比增长 67.24%，覆盖中亚五国及欧洲 22 个国

家 151 个城市。

绿色之美：守三江碧水，强
资 源 价 值 。 治 山 理 水 ，不 负 青
山，方得金山

千百年来，章水和贡水在崇山峻岭间川流不

息，于赣州古城交汇成千里赣江，也涤荡出赣州

之壮美。

“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走

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的路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绿色发

展的殷切期望。“要加大科技创新工作力度，不断提

高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

加强项目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赣州指明的具体路径。

50 多岁的赖东北，是石城县赣江源国家自

然保护区的护林员。他说，自己原先的职业是伐

木工。伐木烧炭，是他祖辈就开始的营生。

烧炭、造纸，只是最原始的破坏。还有更为

不堪的“回忆”：“土法”开采稀土，把萃取溶液灌

进山体，留下了山体千疮百孔。赣州的水土流

失，一度占到国土面积的近三成，严重威胁着地

质安全和流域生态。

“大自然给了我们格外的恩赐，但我们没有

好好珍惜。”赣州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林宗圣说，

改变来自于绿色发展理念的重新树立。以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为依托，赣州拿

出堪比脱贫攻坚的气魄和勇气，打响了生态环境

全面修复治理的硬仗。

赣州把全市 97 家持证开采的钨矿山整合为

66 家，88 个稀土矿山全部整合到中国南方稀土

集团，粗放式、掠夺式开采全面禁绝。

矿山修复是一道世界难题。赣州市探索出

一套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上游下游“三同治”的

治理模式。“具体来说，就是山上地形整治，植被

复绿；山下兴建生态挡墙，控制水土流失。地上

变废为宝，发展光伏发电；地下截流引流，人工湿

地减污。上游稳沙固土，恢复植被；下游清淤疏

浚，实现水质末端控制。”赣州市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中心主任吴良灿说，通过“三同治”，治理区

域的水土流失量降低了 90%，流域水体氨氮含量

则削减了 89.76%。

昔日到处冒烟的赣江源头，如今呈现出勃勃

生机。倍加珍惜的赖东北也由砍树人变成护林

人。他说，现在每天巡检在山林步道，呼吸着新

鲜空气，还能拿到工资，心情十分舒坦。

从“生态疮痍”到“绿色屏障”，鲜明的对比背

后是万千赣州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合力。如

今，赣州 87 个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和赣江、

北江、东江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保持“双 100%”，

荣膺“国家森林城市”“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

市”称号，山地丘陵地区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

修复等 4 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

调研中了解到，2017 年以来，赣州市花在治

山理水上的“账单”高达 139.27 亿元。这对于欠

发达的赣州来说，无疑是一笔大账。

““咬牙花这个钱一点也不心疼咬牙花这个钱一点也不心疼，，关键是不能再关键是不能再

让老区人民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让老区人民守着绿水青山过穷日子。”。”许南吉说许南吉说。。

护住绿色这个底色护住绿色这个底色，，挖掘产业特色因此变得挖掘产业特色因此变得

可能可能。。

赣州努力提高稀土开发利用水平赣州努力提高稀土开发利用水平，，延伸产业延伸产业

链链。。通过整合赣江创新研究院通过整合赣江创新研究院、、稀土功能材料创稀土功能材料创

新中心等高端科研力量新中心等高端科研力量，，重点发展稀土高性能磁重点发展稀土高性能磁

性材料性材料、、合金材料等功能材料合金材料等功能材料，，向稀土永磁电机向稀土永磁电机、、

永磁变速器等深加工及应用产品延伸永磁变速器等深加工及应用产品延伸。。

““通过联合攻关通过联合攻关，，我们单一稀有金属铽的消耗我们单一稀有金属铽的消耗

量由原来的量由原来的 77%%下降到现在的下降到现在的 44%%，，不仅降低了能不仅降低了能

耗耗，，产品性能也可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产品性能也可与国际一流企业竞争。”。”江西粤江西粤

磁稀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李建东说。

护住绿色这个底色，擦亮发展成色变得理所

应当。绿色产品形成价值、绿色溢出形成价值、

绿色带动形成价值⋯⋯赣州在生态资源价值转

换方面的探索，从容不迫。

在于都县梓山富硒蔬菜产业园内，3100 多亩

蔬菜钢架大棚延绵起伏。依托富硒资源禀赋，于

都以“硒+X”的布局推进富硒农业发展，打造出

富硒蔬菜、富硒水果、富硒大米等产品。目前，全

县建成设施蔬菜面积近 4 万亩，年播种面积 21.8

万亩，蔬菜产量 45 万吨，产值约 22 亿元。

不负青山，绿能成金。群山掩映在碧树繁花

间，古朴的民宿错落在半山腰。背靠江西首家

5A 级乡村旅游景点——丫山景区，大余县大龙

村现在吃上了“生态饭”。“如果丫山没有绿水青

山，我现在应该还是电子厂的流水线工人。”今年

33 岁的黄晓秀在丫山脚下长大，之前在广东务

工的她，辞职进入景区工作，学会了歌舞表演。

“白天是职员，晚上是‘演员’，工资、分红，外加才

艺津贴和提成，一年下来能有 10 来万元。”黄晓

秀笑着说，“这里真是山美、水美、生活更美。”

振兴之治：强特色产业，赋
动 力 势 能 。 以 人 为 本 ，融 合 城
乡，善治必达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

上，农村有巨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

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作为我国南方丘陵地带，赣南地区山多田少，

水湍地薄。从脱贫迈向振兴，赣州仍然是江西面

积最大、人口最多、乡村数量最多的地区。全市近

千万人口中，有五成农村人口。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丝毫不亚于脱贫攻坚。

北纬24°29′—27°09′，东经113°54′—

116°38′，独特的地理纬度，加上偏酸红壤，让赣

南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闻名的脐橙优势产业带。

在信丰县安西镇，橙果挂满枝头。在当地政

策的引导下，在外务工的王前进 2016 年回到老

家，流转了 60 亩土地，种起了脐橙。无人机喷

药、水肥一体化，有了专业技术人员悉心指导，去

年王前进的果园第一年挂果就喜获丰收，“21 万

斤脐橙，卖了 60 多万元，今年产量有望翻番。”

采取“公司+基地+电商+农户”的利益联结，

赣南脐橙带动 100 万农村劳动力就业，成为赣州

名副其实的农业“当家树”、农村“致富树”、农民

“摇钱树”。“赣南脐橙已发展成为集种植生产、仓

储物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赣州市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周昱说。

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广阔市场，赣州这几年还

从山东“搬”来蔬菜产业，累计建成 25.54 万亩规

模设施蔬菜基地，布局 72 个富硒蔬菜生产基地，

并启动大湾区“菜篮子”配送赣州分中心建设，成

为共建大湾区“菜篮子”平台城际合作城市。

目前，赣州发展农业产业基地 3100 多个、新

型经营主体 9800 多个，产业联结脱贫户达 91%。

仅去年，赣州就新发展以职业菜农为主的种植主

体 6446 户，培训菜农近 1.6 万人次，正成长为振

兴乡村产业的主力军。

“口福”经济起来了，“眼福”经济也迈入新境

界。最近，赣州市出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21—2023年）》，提出做强“红色故都”

“客家摇篮”“江南宋城”“阳明圣地”四张名片，加

快建设全国红色旅游一线城市、粤港澳大湾区生

态康养旅游后花园、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到

2023年，力争旅游综合收入超过 1800亿元。

于都县委书记黄法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

升，县域在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赣州正在县域形成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

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

赣州市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超过赣州市常年在外务工人员超过200200万万，，劳动力劳动力

资源丰富资源丰富。。于都是人口大县于都是人口大县，，有有120120万人口万人口，，以往由以往由

于缺乏产业支撑于缺乏产业支撑，，大部分劳动力流向珠三角地区大部分劳动力流向珠三角地区。。

于都顺势而为于都顺势而为，，根据外出务工人员职业技能根据外出务工人员职业技能

特点特点，，把服装服饰确定为首位产业把服装服饰确定为首位产业，，吸引大量人吸引大量人

员带着资本员带着资本、、拖着设备拖着设备，，回到家门口建厂房回到家门口建厂房，，成为成为

大湾区服装企业转移承接之地大湾区服装企业转移承接之地。。目前目前，，全县已聚全县已聚

集大小服装企业近集大小服装企业近 20002000 家家，，从业从业 3030 余万人余万人。。

就和南康的家具产业一样就和南康的家具产业一样，，于都纺织服装产于都纺织服装产

业在业在““无中生有无中生有””后后，，开始了开始了““有中生优有中生优”。”。不仅建起不仅建起

了了 33 所服装学校所服装学校，，每年培养数千名每年培养数千名““城镇产业工城镇产业工

人人”，”，还建起全球面料交易与数据服务平台还建起全球面料交易与数据服务平台““FDCFDC

面料图书馆”，促进企业面料消费、产业升级。

“人口红利带动服装产业，产业吸纳就业，就

业拉动消费，消费促进生产，城市繁荣进而反哺

农村。”黄法说，随着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更加通

畅，乡村已成为“内循环”的重要一环。

产业发展起来，新型城乡关系建起来，千千

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则保证着乡村社

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赣州市通过党建引领，

各扬所长，村集体经济“百花齐放”。2016 年底，

赣州市 3469 个行政村有近半数为集体经济收入

“空壳村”。2020 年，所有行政村经营性收入过

10 万元，村均经营性收入 27.77 万元，其中 107 个

村超过 100 万元。

传承之力：扬精神浩气，续
振 兴 之 歌 。 行 源 于 心 ，力 源 于
志，成于实干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长征走的是高

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

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

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

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赣州建设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未尝不是一场新的长征。

“尽管我们实现全面小康，但发展仍滞后于其

他许多东中部地区。”许南吉坦承，“赣州总体仍处

于欠发达水平，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不大，人均水

平依然偏低；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层次不高；城市

辐射带动力和县域经济不强；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生态环保、社会治理等领域仍有不少短板。”

许南吉说的，也是革命老区新长征路上需要

共同翻越的“高山峻岭”。

——立足新发展阶段，老区加快推进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但后发展、欠发达的面貌并未彻

底改变。

——立足新发展理念，与东部地区相比，革

命老区经济体量相对较小，城乡协同、民生保障

任务繁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培育、规

律性认识需加快深化。

——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家政策叠加之

下，老区空间广阔、资源富集、市场潜力大的优势

正在凸显，但如何更加主动拥抱和融入国家战

略，如何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

放，如何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深度融

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仍是老区面临的紧迫问题。

比如，赣州已承接大湾区大量产业转移，但

缺乏“硬核的”头部企业、一流的研发基地，集群

带动效应不足；比如，稀土、钨矿等优势产业，受

政策和市场周期制约，没有形成与资源优势相匹

配的精深加工规模；再比如，支撑全面振兴的现

代交通网络体系、发展现代农业所需的职业技能

提升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有待完善；此外，如何

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品质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做

大做强城市体量、经济实力和辐射带动力，都是

一个个需要攻克的“堡垒”⋯⋯

怎么干？“金钥匙”蕴含在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蕴含在赓续红色基因，全面激发

人民群众内生动力、创造伟力。

这里的人们是满怀家国情怀的。郁孤台上，

辛弃疾“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的千古诗篇依

然回荡。

这里的人们是饱含哲学智慧的。通天岩下，

王阳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辨之光依然闪耀。

这里的人们是充满刚毅血性的。从瑞金中央

苏区旧址，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从大

余县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到兴国苏区

干部好作风陈列馆⋯⋯这是赣南奋进的一座座精

神丰碑，也是红色传承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

时下的赣南大地，到处都是充满活力的创

造、日新月异的变化。老区干部群众正用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的精神和智慧，作答老区振兴发展的

“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

晨曦微露，信丰县大桥镇竹村村脱贫户袁长

明与前来帮忙的邻里乡亲，正在玉米地里忙活。

袁长明夫妻俩身残志坚，仅凭“一条腿”就走完脱

贫路。如今，他还注册了自己的抖音号，帮着乡

亲们“带货”。袁长明说：“‘幸福都是奋斗出来

的’，习总书记的话振奋人心。”

艳阳高照，兴国县隆坪乡龙下村返乡创业青

年吴永柏正在指导农户灰鹅养殖。这些年他已

经带领上百户村民增收致富。吴永柏说：“一人

富，不算富；家家富，才算富。”

夜幕降临，瑞金市叶坪乡驻村干部杨青山来

到村里，和乘凉的村民们开起“夜谈会”。杨青山

说：“只有深入群众，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才能让

我们的政策措施更接地气、更深入民心。”

“苏区振兴发展以来，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

之一，是干部群众精气神为之一新，愈发自信了。”

龙南市委书记钟旭辉说，这里的人们鼓起了向贫

困说“不”的勇气，铆足了“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

金”的干劲，增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韧性。

这些年，42 个中央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先

后派出 4 批 161 名干部到赣州定点帮扶，成为“进

口老表”。他们架起了中央和老区的“连心桥”，

老区发展腰板挺得更直了。

这些年，赣州 11 批次 178 名老区干部被选派

到沿海发达地区跟班学习，成为“输出老表”。他们

带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带着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

法回。老区干部眼界更高、能力更强，信心更足了。

“历史在赣南革命老区镌刻下一座座精神丰

碑，要用好苏区精神宝贵财富，着力把赣州打造

成为最讲党性成为最讲党性、、最讲政治最讲政治、、最讲忠诚的红土圣最讲忠诚的红土圣

地地。”。”吴忠琼说吴忠琼说，，我们正围绕加快实施新时代赣南我们正围绕加快实施新时代赣南

苏区振兴发展苏区振兴发展、、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桥头

堡和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大战略堡和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三大战略，，聚焦科技创聚焦科技创

新赋能新赋能、、工业倍增升级工业倍增升级、、深化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开放、、乡村全面乡村全面

振兴振兴、、城市能级提升城市能级提升、、美丽赣州建设美丽赣州建设、、提高民生品提高民生品

质等重点工作质等重点工作，，凝心聚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示凝心聚力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示

范发展范发展，，争创新时代争创新时代““第一等的工作第一等的工作”。”。

心有所信心有所信，，必能致远必能致远。。因为因为，，这是一个追赶这是一个追赶

时代的赣州时代的赣州，，一个自我超越的赣州一个自我超越的赣州。。

（（调研组成员调研组成员 ：：郑郑 波波 赖 永 峰赖 永 峰 刘 志 奇刘 志 奇

沈沈 慧慧 祝祝 伟伟 刘刘 兴兴 朱双健朱双健））

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的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位于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的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 邹忠辉邹忠辉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