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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国有企业由“9+1”
整合重组为“4+2”
南昌成为全省首个国资总额突破万亿大关的设区市
6 月 22 日上午， 南昌市国有企业整合重组暨国资总额突破万亿新
闻发布会召开。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国有资本运行效率，做大做强
市属国有企业，我市市属国有企业由“9+1”整合重组为“4+2”，展示全市
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成果。
据统计，我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0082 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国
资总额突破万亿大关的设区市，充分体现了国资国企“作示范、勇争先”
“强省会”的担当作为。
南昌晚报·爱南昌客户端记者 黄琛琛 文 成奔 图

市属国有企业集团整合重组新机构集中揭牌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前，我市举行了市属
国有企业集团整合重组新机构集中揭牌活
动。 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
我市实施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将市属
国有企业由“9+1”整合重组为“
4+2”，包括
南昌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
投集团）、南昌市政公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市政公用集团）、 南昌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投集团）、南昌市交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交投集团）和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江铃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标志着我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进
入新阶段，把我市国有经济的布局进一步集
中在战略引导、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
务等领域，使国有企业竞争力、创新力、影响
力和抗风险能力得到提升。
据悉，去年，我市邀请全球四大所之一
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历时三个月时间，
对市属国有企业进行了资产、负债、损益专
项审计工作，摸清家底、梳理情况，在此基础
上，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统筹提出了市
属国有企业整合重组的重大改革事项，实施
了战略性重组、专业化整合。
其中，为策应“一枢纽四中心”战略，以
南昌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基础，合并江
西南昌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和江西国控汽车
投资有限公司，划入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南昌
国资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交通、旅游类

企业，组建了市交投集团，主业为城市交通和
文旅。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江铃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由交投集团并表。“此次新
一轮的国企改革，我们整合了旅游集团、国控
汽车、长运、公交等市政板块内容，总资产规
模超过 2700 亿。 作为新整合的平台，我们立
足于大交通、大旅游、大基建、大服务四大板
块，立足民生服务需求，在南昌市的交通产业
和旅游产业领域，为老百姓提供更为便利的
水陆空一体化服务。 ”南昌市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洪海告诉记者。
为强攻产业、决战工业，以南昌工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为基础，合并南昌国资产业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主体，组建了市产投集团，主
业为产业投资。
为深入推进城市服务产业链发展，以南昌
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基础，划入
南昌水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属的浙江富春
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其他市属国企
的农业、林业、粮食类企业，组建新的市政公用
集团，主业为水务、环保和现代农业。
为提升建筑企业竞争力、 发展力和抗风
险能力， 以南昌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为基础，合并南昌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划入南昌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国资
产业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的房地产、 建筑类企
业， 组建了市建投集团， 主业为城市建设开
发。“目前我们正着手全面重塑集团组织架
构，优化总部管控模式，压缩层级等工作，下
一步我们要突出主责主业，形成
‘
5+2’的特色
业务板块，即城市建设、施工总承包、房地产
开发、资产经营、投资管理等五大板块，以及
规划勘测设计和高速运营。 ”南昌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涂建平表示。

在全省率先实现国资总额突破万亿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 5 月底，我
市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10082 亿元，成为
全省首个国资总额突破万亿大关的设区市。
从资产构成看，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
达到 6742 亿元，占比 66.9%。 打造了江铃集
团、 市政公用集团两家中国 500 强企业，分
别位居 2021 中国企业 500 强第 230 位和
367 位。 打造了市产投集团、市政公用集团、
市建投集团、 市轨道交通集团 4 家 AAA 主
体信用评级企业。 打造了江铃汽车、洪城环
境、江西长运、富春环保 4 家上市平台。
县（区、开发区）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3340 亿元，占比 33.1%。 其中，高新区、南昌
县（含小蓝经开区）所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均
突破 500 亿元， 分别达到 581 亿元、525 亿
元。 红谷滩区所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突破
400 亿元，达到 433 亿元。 经开区、进贤县所
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均突破 300 亿元，分别
达到 362 亿元、331 亿元。
近年来， 我市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竞相发力，提效增效，在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基础支撑、战略引导和民生保障
作用不断增强，逐步成长为全市城市建设主
力军、经济发展引领者和服务民生保障队。
在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市政公
用集团、市建投集团、市轨道交通集团等国有
企业积极参与我市新城建设、旧城改造，大力
推动
“
十纵十横”路网、跨江通道、轨道交通建
设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近年来，红谷
隧道、象湖隧道、朝阳大桥、九洲高架、沿江快
速路、西外环、南外环、地铁 3、4 号线等一大
批项目建成投入使用，极大改变了城市面貌
和城市形象。
在水利交通方面，市交投集团 2 个码头
9 个泊位投入运营，日均吊装量约 3 万吨；姚
湾码头 18 个泊位全部建成后年吞吐量可达
散杂货 1040 万吨、集装箱 15 万标箱；赣抚
尾闾工程加速建设，构建“四纵三横”骨干水
系连通格局，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示范区。在实施
“
胡子工程”攻坚方面，今年以
来，各市属国企强力攻坚“胡子工程”“剃胡
子”，已有洛阳路综合改造项目、南外环项目、
昌西大道项目等 3 个“胡子工程”项目完工
销号，力争今年底完工 3 个项目，剩余 4 个
项目完成 2022 年度既定任务。
在产业发展方面，截至目前，市产投集
团组建的产业发展基金群总规模已达 188
亿，投资项目 143 个，投资总额 178.83 亿，
有力助推了南昌市“
4+4+X”产业体系形成；

其
“
1+7”产业金融体系服务企业 5000 余家，
提供近 2000 亿元金融服务支持。 近年来，市
产投集团累计建设超过 200 万㎡各类产业
园区，引进 113 家优质企业，预计年产值突
破 100 亿元，年税收贡献超 5 亿元，带动逾
万人就业。 江铃集团 2021 年实现整车销量
40.07 万辆、同比增长 6%，高于全行业平均
3.88%的增幅，位居 2021 年中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军企业第 62 位， 中国制造业 500 强
第 102 位，中国企业 500 强第 230 位；其旗
下轻客、皮卡和轻卡三大主力产品分别位居
行业第一、第二和第四位，自主研发的江铃全
顺负压救护车荣膺“战疫第一车”美誉；与福
特、五十铃、雷诺、麦格纳等世界优强企业开
展合作，产品覆盖全球 115 个国家和地区。
国有企业肩负着全市供水、供气、公交、
地铁等民生服务保障任务，各相关企业强化
使命担当，积极主动作为，保障了全市
“
车通、
水畅、气稳”。服务城市公共交通方面，截至目
前，我市城市公交总线路达到 403 条，日均
客流量超过 40 万人次；4 条地铁线路全线运
营，日均客流量超过 70 万人次，单日最高客
流 181.5 万人次；服务城市供气、供水方面，
我市燃气管网长度达到 6704 公里， 年销气
量 4.79 亿立方米， 服务用户 117.2 万户；供
水管网长 8000 公里， 日供水能力 194 万吨
/ 日， 服务近 400 万人口； 建有污水处理厂
110 座，日污水处理能力 2 万吨 / 日，服务江
西、浙江、辽宁等地近 4000 万人口，覆盖全
省 80%以上城镇污水处理市场；麦园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试运行，垃圾处理量占全市生活
垃圾总量 70%；在文旅项目建设方面，滕王
阁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交投
集团正在全力打造“滕王阁 + 万寿宫 + 绳
金塔”文旅品牌，推动商旅文娱等多业态融
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