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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11 市产业情况一览 

    

一、2021年各市 GDP 及增速情况 

    2021年江西的 GDP已经达到 29619.67亿元，预计 2023年突破 3万亿。 

序号 城市 GDP（亿元） 对比上年增速 

1 南昌市 6650.53 8.7% 

2 赣州市 4169.37 9.1% 

3 九江市 3735.7 8.8% 

4 宜春市 3191.3 8.9% 

5 上饶市 3043.5 9.0% 

6 吉安市 2525.65 9.0% 

7 抚州市 1794.55 8.0% 

8 新余市 1154.6 8.6% 

9 鹰潭市 1143.92 9.3% 

10 萍乡市 1108.3 8.30% 

11 景德镇 1102 8.70% 

 

 

二、江西省各市支柱产业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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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南昌市：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航空装备产业 

   （1）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 

    南昌市汽车产业从业人员 6万余人，相关企业 200余家，规上企业 128家，其中，拥有

整车和改装车生产资质的企业 9家。全市已有汽车年产能 58万辆，在建产能 27万辆，产品

涵盖客车、轻卡、越野车、轿车和专用车等多个领域。在产业布局上形成了以小蓝经开区、

南昌经开区、新建区、青云谱区为集聚，以江铃集团、凯马百路佳客车为龙头，格特拉克、

远成汽配等骨干企业为配套的比较完整产业体系。全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产品种类涵盖了

纯电动和混合动力大、中型客车，纯电动轿车、物流车、环卫车及工程车等多个品种。 

 

   （2）电子信息产业 

    以打造“南昌光谷”为目标，LED产业全球领先。江风益院士团队研发的“硅衬底高光

效 GaN基蓝色发光二极管”技术，打破了美日技术垄断，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其硅衬

底黄光 LED 电光转换功率领跑全球。南昌已成为全国少有的具备外延炉制造、MO 源、外延

片、芯片制造、芯片封装、显示屏和照明应用产品的 LED全自主知识产权产业链城市。移动

智能终端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已形成以液态镜头、摄像模组、触摸屏、主板贴片、受

话器、耳机、芯片封装和整机生产的移动通讯终端完整产业链，可实现 90%以上的手机零部

件本地化配套，其中欧菲光的触控、摄像头模组、生物识别模组等出货量全球第一。VR 产

业抢占全国制高点。连续举办了两届世界VR产业大会，打造了全球首个城市级VR产业基地，

初步构建了“产、学、研、用、融”一体化生态圈体系。 

 

    （3）生物医药产业 

    拥有各类医药生产企业 300多家，经营单位 1.6万余家，生物医药领域从业人员 8万人。

全市医疗器械生产占全省总量的 80%；一次性医疗器械制造规模全国最大。拥有济民可信、

华润江中、洪达医疗、益康医疗等一批年销售收入过 10 亿元的龙头企业，拥有江中药业、

三鑫医疗两家上市公司和贝欧特医疗、一保通两家新三板上市公司，并形成“一核三区”的

产业集聚发展格局。“一核”，即中国（南昌）中医药科创城江中药谷核心区；“三区”，即以

发展医药总部基地和营销中心为主的高新开发区、以药品生产制造为主的小蓝开发区，以医

疗器械生产制造为主的进贤县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 

 

   （4）航空装备产业     

    南昌是我国重要的航空产业研发和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国家重点航空制造企业——洪都

集团，以及洪都飞机设计所（650 所）、南昌航空大学等科研院所和试验基地，还有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工作站，具有较强的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形成

了教练机、通用飞机等比较完整的航空制造产业体系。 

 

    2.赣州市：现代家居、有色金属、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医药食

品 

 

   （1）现代家居 

    建立完善家居产业智联网、木材交易、创新设计、智能备料、共享喷涂、销售物流等“一

网五中心”，依托赣州国际陆港，不断扩大“朋友圈”。世界 500强企业格力电器落户南康区

后，已吸引集聚了居然之家、美克美家、大自然家居、左右等家具家装龙头企业，家具、家

电、家装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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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色金属 

    有色金属产业培育了南方稀土、金力永磁、开源科技、江钨新材、腾远钴业等一批龙头

企业，金力永磁成为全球第一大稀土磁材工厂，腾远钴业获得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审议通过。 

 

   （3）电子信息 

    积极参与大湾区产业协作分工、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大力引进行业巨头，加快补链延

链强链，已形成液晶显示模组、印制线路板两条完整的产业链条。培育了营收超 100亿元的

同兴达科技、50 亿元的立德电子、20 亿元的联茂电子和深联电路等龙头骨干企业，引进了

恩嘉智能电子、章贡九木大数据等一批 50 亿元以上项目。建设了全省首个信创计算机整机

生产制造基地，实现了信创计算机“赣州造”。 

 

   （4）纺织服装 

    承接福建、广东等省纺织服装产业转移，打造区域特色生产基地，构建“中心工厂+卫

星工厂”网络协同新模式，完善线上线下面辅料、服装专业市场、研发设计中心，进一步畅

通产业链、供应链。培育了赢家时装、新百伦领跑等营收超 10亿元的龙头企业。 

 

   （5）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利用资源优势及动力电池、永磁电机和电控等产业基础，着力

打造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到整车的完整产业链。吉利动力电池、道氏技术钴盐前驱体正极材

料项目相继落地。 

 

   （6）医药食品 

    医药食品产业依托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青峰药业、威高集团，大力发展中成药、高端

仿制药、化学创新药、中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形成了以青峰药业、威高集团为引领的“药品

+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赣南脐橙、赣南茶油等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富硒食品工业体系加速

构建。 

 

    3.九江市：石油化工、纺织服装、新材料、装备制造业产业、钢铁有色产业 

   （1）石油化工 

    石油化工规上企业 181 户，实现营业收入 1100 亿元。未来着力加速推进九江石化成品

油质量升级、炼油结构调整、产业链适度延伸等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以终端聚酯产品为主干，

聚苯乙烯系列、薄膜系列等为支线的炼化一体化产业链。 

 

   （2）纺织服装 

    2021 年全市纺织服装产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计 390 家，累计完成营业收入 1040.08

亿元。九江市纺织服装产业已形成棉纺、毛纺、化纤纺、织布、针织、服装、家纺、印染等

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重点企业江西凤竹棉纺有限公司、圣山集团、亿阳纺织、湖口艳

棱等。 

 

   （3）新材料 

    新材料规上企业 340 户，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1200 亿元。星火有机硅单体及下游系列产

品、中建材碲化镉、九宏新材料、天赐高新材料等项目建设进行，天启新材料项目竣工投产，

晨光新材料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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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装备制造业产业 

    装备制造规上企业 324户，实现营业收入 1025.8 亿元。推进福川云轨、中车智能交通、

新松机器人等项目建设。 

 

   （5）钢铁有色产业 

    钢铁有色产业规上企业 135户，钢铁有色产业营业收入达到约 900亿元，已形成以方大

九钢为龙头的钢铁产业集群，江铜铅锌冶炼、金钨硬质合金等为骨干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加工业。现有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奥盛（九江）钢线钢缆有限公司、华林特钢集团有限

公司、九江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修水香炉山钨业公司、武宁县江西巨通实业有限公司、

瑞昌武山铜矿等龙头企业。 

 

    4.宜春市：新能源（锂电）、医药、电子信息和先进装备制造业 

   （1）新能源（锂电） 

    打造“亚洲锂都”，骨干企业有升华新材料（宁德时代供应商）、恩捷股份、紫宸科技、

永兴新能源、正拓新能源（比亚迪供应商）、远东电池、紫清陶能源。国轩高科、宁德时代、

合众汽车等头部企业的重大项目纷纷落户宜春。 

 

   （2）医药 

    中国医药行业 500 强：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江西

博士达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江西侨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上饶市：有色金属、新能源汽车、机电光学、新型建材 

   （1）有色金属 

    龙头企业江西铜业，21 年开工新建 22 万吨连铸连轧铜杆生产线、3 万吨铸造新材料项

目。 

 

   （2）新能源汽车 

    集聚爱驰、吉利、博能等 5 个整车企业、80 多家配套企业，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将超过

80 万辆。吉利新能源汽车已实现整车下线，上饶成为吉利全球六大基地之一。 

 

   （3）机电光学 

    光伏产业。现已集聚 30 多家光伏企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晶科能源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商，光伏组件出货量连续 4年蝉联世界第一，被工信部评为“中国制造

业单项冠军”。 

    光学产业。现已集聚 240 多家相关企业，光学镜片年产量过 10 亿片，占到全国市场份

额的三分之二，成为全国三大光学产业基地之一。 

 

    6.吉安市：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大健康、先进装备制造、先进材料、绿色食品 

   （1）电子信息产业 

    2020年产业营收规模 1706.6亿，占全市规模工业营收 46.8%。行业企业 1000余家，规

上企业 374家，电子电路板产业集聚程度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 9位。骨干企业有江西红板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宏瑞兴、南亚新材、海能实业、明辉光电科技、邦力达科技、联创电缆科

技、浩瀚数字科技、东南光电、鑫力华数码、耐亿电子、满坤科技、威尔高电子、裕维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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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昇电子等。 

 

    7.抚州市：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及零配件 

   （1）新能源新材料 

    现已形成了集基础锂产品、锂电新材料、电解液、电子级铜箔、动力锂电池为一体的锂

电产业链，汇聚了以迪比科、铜博科技、金晖锂电、德义半导体、海利不锈钢、志特新材料

等企业。 

 

   （2）新一代信息技术 

    以森鸿科技、赛华电子、联益电子、双菱磁性材料、艾宜格科技、五洲同芯等为代表，

产品主要涵盖新型电子元器件、半导体材料、精密电子接插件、智能手机显示屏、通信设备

和数码产品六个类别。 

 

   （3）生物医药 

    汇聚了博雅生物集团、珍视明药业、施美药业、科伦药业、回音必制药、舒美特药业等

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约 42 家。重点发展现代中药、生物制药、化学合成药、医疗器械、

医药流通五大领域。    

 

   （4）汽车及零配件 

    以大乘汽车、江铃轻汽、江铃底盘、荣成机械、金驰汽车、金程汽车零部件等为代表的

汽车及零配件企业约 170余家。主要生产 SUV、皮卡、新能源汽车、改装车等汽车整车和汽

车驱动桥、汽车轮毂、减震器、传动轴、刹车泵、隔热板等汽车零部件产品。 

 

    8.新余市：钢铁、新能源(光伏、锂电)、装备制造、麻纺 

   （1）钢铁 

    基本形成“铁矿石采选、炼铁、炼钢、轧材、钢铁压延加工”较完整的产业链,以新钢

公司和渝水区为核心的新余钢铁和钢材加工产业集群是全省重点产业集群，全市规模以上钢

铁企业约 106户。 

 

   （2）新能源(光伏、锂电) 

    已基本形成了光伏产业、节能减排设备制造、风电产业三大新能源经济板块，骨干企业

有江西华电电力公司（新型低品质能源发电机）、香港力德集团（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 

 

   （3）装备制造 

    装备制造产业企业约 124 家,其中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约 65家。骨干企业有雄达机械

有限公司、升华电梯公司等。 

 

   （4）麻纺 

    已形成从原料、辅料、纱线到印染、制造、成衣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共集聚了麻纺企

业 320余家，先后荣获中国苎麻纺织名城、中国夏布技艺传承之乡、国家级苎麻综合标准化

示范区等荣誉称号，连续举办七届江西国际麻纺博览会。 

 

    9.鹰潭市：铜产业链、电子信息产业、节能灯饰、中国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全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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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眼镜市场之一 

   （1）铜产业链 

    鹰潭是的“世界铜都”，拥有铜产业集群优势，是全国最大的铜冶炼、加工基地和重要

的铜消费区。现约有 28 家铜加工企业，总投资 155 亿元。目前已形成阴极铜产量 42 万吨，

铜加工材产量 38 万吨能力，主要产品有铜、杆、线、板、带、棒、管型及铜配件及工艺品

等。 

 

   （2）电子信息产业 

    微型元件产业园是全国三大微型元件生产基地之一。现有微型元件生产企业 63 家，产

品已拓展到钟表、仪器仪表、电子通讯、精密光学、精密冲压和光通迅等六大系列 2000 多

个品种。 

 

   （3）节能灯饰 

    鹰潭是节能灯的重要生产基地，已形成了年产 1000 万套各式灯具、6.3 亿支系列灯管生

产能力的国内节能灯龙头企业世纪阳光、南方照明聚集鹰潭，共同发展绿色节能产业。 

 

    10.萍乡市：现代农业、建材产业、烟花爆竹产业、陶瓷产业、粉末冶金产业、先进装

备制造产业、新能源、生物医药食品产业、纺织服装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商贸流通产业、

信息产业 

   （1）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主要包括汽车及零部件业、工程及基础机械制造业，目前有规模以上企业 63 家，其中

大型企业 1家、中型企业 3家，形成了以安源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蓝翔重工、鑫通机械、江

发发动机厂和安泰尔矿山机械等为核心企业的企业集群。主要产品类别为：汽车及零部件，

矿山机械，环保设备，油压机、变压器、精密仪器等。 

 

   （2）新能源 

    规模以上企业 9 家，其中芦溪县 3 家，安源区、湘东区、萍乡经济技术开发区各 2 家。

全市新能源产业形成了以太阳能、光伏晶片、光伏应用产品同步发展的产业态势。建设有洪

山新能源、安源经济转型、华能特色产业等产业基地。拥有储量丰富高纯度石英砂资源，探

明储量达 5 亿吨。 

 

   （3）纺织服装产业 

    拥有中泰纺织、百宏纺织、百利纺织、泰瑞纺织、思玛特家纺、金盾物流、柏瑞实业、

恒达纺织、海宏时装等一批纺织服装、棉花物流仓储企业，初步形成从棉花仓储物流及交易、

纺纱织布到服装加工设计的纺织服装产业链。 

     

    11.景德镇：陶瓷、汽车、航空、旅游 

   （1）汽车 

    以昌河汽车战略重组为契机，北汽集团顺利重组昌河汽车。新基地厂房和生产线建设全

面启动，昌河汽车老厂区通过技改导入新车型并实现当年投产。新基地、厂房和生产线建设

已经开始，10家配套企业签订落地协议。   

  

   （2）航空 

    包括 3家整机厂在内的 15家航空企业落户国家级高新园区，其中 4家投产、5家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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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直升机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昌飞总装园启动厂房主体工程建

设。北汽集团与江直投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建设北汽民用直升机生产基地。 

 

三、南昌市各区支柱产业一览 

    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城市,现辖三县(南昌、进贤、安义),六区(红谷滩、东湖、西湖、

青云谱、青山湖、新建),三个国家级开发区(南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昌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湾里管理局,区域面积 7402 平方公里,总人口

603万,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 

     

    1. 南昌县：食品饮料业、轻纺服装业、医药医器业、汽车汽配业、电机电器业 

     

    2. 进贤县：农林牧渔、医疗器械、电子信息 

 

    3. 安义县：建材门窗产业  

 

    4. 红谷滩区：现代服务业、金融、VR 产业、文旅、创新创业 

 

    5. 东湖区：现代服务业 

 

    6. 西湖区：商贸（电商）、现代服务业 

 

    7. 青云谱区：汽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商贸 

 

    8. 青山湖区：钢铁、现代针纺、文旅 

 

    9. 新建区：新能源汽车、LED 光电、物联网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 

 

    10. 南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家电、汽车、电子信息、现代造纸     

     

    11. 南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电子信息及应用软件、精密机械制造及光机电一体

化、生物医药、新材料； 

    骨干企业有德国贝塔斯曼欧唯特、日本日立物联网、美国甲骨文、戴尔及台湾百大企业

英华达、国内软件百强中兴、用友软件、光电晶能光电、联创光电。 

     

    12. 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 

    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签约企业 565 家，投产企业 410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

134 家，其中包括美国福特、伟世通、李尔内饰、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上海宝钢、中粮集

团、天纳克、南昌亚洲啤酒、福建达利、天津宝迪、深圳尚荣等企业均在这里投资、落户，

是我省世界 500 强企业最集中的经济技术开发区。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第一支柱产业。现在落户园区的汽车零

部件企业已达百余家，江铃股份、江铃控股等整车项目，与伟世通、李尔内饰、上海宝钢、

新电空调、上海久耐离合器等百余个汽车零部件项目，形成了从汽车研发到零部件供应、整

车制造、汽车改装、销售物流和售后服务较完备的产业链。 

 

    13. 湾里管理局：文旅、大健康、低碳生态工业、现代观光农业、楼宇总部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F%E5%8F%A3%E5%8F%AF%E4%B9%90/1823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E%E4%BA%8B%E5%8F%AF%E4%B9%90/18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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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江西省百强企业一览（制造业） 

排

名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所属行业 

营业收入 

（万元） 

1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 有色金属 33685917 

2 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 汽车制造 9456716 

4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 黑色金属 8292334 

5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新余市 黑色金属 7980988 

6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上饶市 电气机械 6206061 

10 江西立讯智造有限公司 吉安市 电子设备制造 3078204 

11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九江市 化工 3069826 

12 江西博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饶市 金属制品 2838724 

13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 医药 2596233 

15 鹰潭胜华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鹰潭市 有色金属 2011538 

17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西有限公司 南昌市 通讯 1971483 

19 南昌前海国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市 电子产业链 1792208 

20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 电气机械 1517041 

21 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 航空 1390513 

22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 吉安市 电子设备制造 1382987 

25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宜春市 医药 1223739 

26 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景德镇市 化工 1154284 

27 江西绿滋肴控股有限公司 南昌市 综合 1137889 

31 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赣州市 有色金属 1000379 

33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市 化工 973181 

37 江西保太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 鹰潭市 有色金属 786588 

44 江西自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抚州市 有色金属 661339 

46 华林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九江市 有色金属 620821 

47 鹰潭弘亚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鹰潭市 环保 580348 

51 江西金品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抚州市 有色金属 535902 

54 江西铜业铅锌金属有限公司 九江市 有色金属 506489 

55 南昌海立电器有限公司 南昌市 家电 493090 

58 江西蓝星星火有机硅有限公司 九江市 化工 455564 

60 赣州立德电子有限公司 赣州市 电子设备制造 450066 

61 赣州市同兴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赣州市 电子设备制造 447193 

62 赣州晨光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市 有色金属 42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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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企 业 名 称 所在地区 所属行业 

营业收入 

（万元） 

65 赛得利(中国）纤维有限公司 九江市 纺织 401734 

66 吉安市木林森实业有限公司 吉安市 光学 391818 

67 赣州江钨新型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 线缆 378713 

69 虔东稀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赣州市 有色金属 362963 

71 江西广地铜业有限公司 鹰潭市 金属制品 324126 

73 江西三川集团有限公司 鹰潭市 
仪器仪表制造

业 
311887 

74 赛得利(九江）纤维有限公司 九江市 化工 310030 

76 江西一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 电子设备制造 298680 

77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

司 
南昌市 通讯 298070 

78 龙南市福鑫钢铁有限公司 赣州市 有色金属 285716 

81 鹰潭盛发铜业有限公司 鹰潭市 有色金属 273907 

83 江西金纳铜业有限公司 赣州市 有色金属 268645 

84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抚州市 医药 268375 

86 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九江市 化工 258697 

89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 医疗器械 252808 

90 贵溪大三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鹰潭市 有色金属 252152 

92 江西新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余市 线缆 240175 

94 博硕科技（江西）有限公司 吉安市 电子设备制造 232031 

95 江西天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 医药 230116 

96 江西耐乐铜业有限公司 鹰潭市 有色金属 228270 

98 江西广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吉安市 非金属矿粉体 218813 

99 贵溪华晋铜业有限公司 鹰潭市 有色金属 2177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