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

“晋江经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诞
生、成型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
系”是“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具有深
刻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六个始终坚
持”，即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
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始终坚持以市场为
导向发展经济，始终坚持在顽强拼搏中取
胜，始终坚持以诚信促进市场经济的健
康发展，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
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
展，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
和服务。“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即处理
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发
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处
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处理好发展
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的服务型政府之间的
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晋江锐意改革、大
胆创新，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
路。

晋江奇迹：
改革开放的缩影

“晋江经验”创造了很多奇迹，成为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标杆和模范。晋江县
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连续 19 年位居全国前
十、综合经济实力连续26年位居福建省县
域首位、用全省二百分之一的土地创造了
全省十六分之一的GDP。2010年到2016年
之间，晋江先后启动了16个片区的改造，拆
迁了2000多万平方米，城市框架全面展开，
中心城区拓展到113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到 67%，使整个城市脱胎换骨。拥有福州
大学晋江校区，跟中国科学院大学签约建
设福建学院智能制造学院，结合产业引进
中国科学院泉州装配所及中国卫生用品研
究院、中国皮革与制鞋研究院等9个高水
平的“国字号”科研平台；累计承担新型
城镇化试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改革试
点、民营经济综合改革试点等33项国家级
改革试点，是福建省乃至全国改革试点最
多、成果最丰富的县级市之一，经济外向度
达到了60%以上；成功申办了2020年第十
八届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晋江的发展，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发展历程，是我国改革开放的
一个缩影，也是祖国发展壮大的印证。

晋江特色：
咬住实体经济不放松

晋江咬住实体经济不放松，大力发展
民营经济，这是“晋江经验”最鲜明的特
色。晋江的实体经济有几个特点：一是企
业多。649平方公里，现有市场主体21万
家，民营企业6.4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1769家，产值超亿元企业940家，绝大
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民营企业，由实体经
济创造的产值、税收和就业人员都在95%
以上。二是品牌响。号称品牌之都，运动
品牌有安踏、特步、乔丹、361°等，男

装品牌有柒牌、七匹狼、利郎、九牧王
等，纸制品有恒安，食品有雅客、蜡笔小
新、金冠、盼盼等。三是上市企业多。47
家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占比达 67%以上，
工业总产值 2019 年达 5930 亿元，拥有两
个超千亿元、两个超500亿元、三个超百
亿元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链条特别完
整。晋江在做大传统产业的同时，处理好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关
系，大力发展集成电路、石墨烯、新能源
等战略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已经汇集
了近40家企业，“无中生有”地发展出了
一个新的产业链条。

晋江精神：
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

“晋江精神”的核心就是敢为天下
先，爱拼才会赢，这是晋江最为独特的人
文特质，是“晋江经验”的动力源泉。晋
江人善于“无中生有”，敢于挑战不可能。

“晋江经验”是在发展传统产业的激
烈市场竞争中拼杀出来的，具有十分顽
强的生命力。这个“拼”是晋江底子里
的人文特质，是从多元文化、海洋文
化、中原文化、宗教文化融合生成的闽
南文化。晋江是个“睡不着觉”的城

市，做梦都想当老板的城市，感染力很
强。

“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也就是敢于挑战不可能，
输人不输阵，凡事都要走在别人的前头。
二是逢一必夺，永不服输。也就是凡事要
争第一，凡事做到最好，不轻言放弃。面
对危机，别人撑三天，晋江撑四天，撑过
了就是艳阳天。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晋江市委书记带头在千人企业大会上，跟
企业家一起用闽南话唱“爱拼才会赢”，
一起共渡难关。三是专注专一、匠心制
造。不管是鞋片、薯片、纸片，还是芯
片，只要掌握了核心技术就是好片。

“晋江经验”的缔造者是“晋江力
量”。海内外500万晋江人，是整个“晋江

经验”的创造主体，“晋江经验”的缔造
有五种力量，历届党委、政府班子和广大
干部、广大企业家、人民群众、海外侨
亲、上百万新晋江人，这五种力量始终高
度团结，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坎，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奇迹。

在高质量发展赶超中当中小城市样板
的表率，这是新时代下“晋江经验”发展
的新课题。围绕这个课题，晋江瞄准一个
目标，即建设国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围
绕这一目标，晋江市委提出了人才强市战
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国际化战略三大战
略，重点抓好创新、改革、开放、党建四
个环节，努力实现新一轮突破，为“晋江
经验”注入新的内涵。

（本报记者张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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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蒋家兴（晋江市科技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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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档案

蒋家兴，理学博士，曾长
期在晋江市委办公室从事重大
战略谋划工作，后担任科技局
等部门领导职务，是晋江的专
家型、学者型领导干部，是

“晋江经验”的研究者、推动
者、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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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经验”孕育发展奇迹
——“晋江经验”的发展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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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四个办”：马上
办、就近办、网上办、一次办。

●当好企业发展“三种角色”：
引路人、推车手、服务员。

●确保“四到”：不叫不到、随
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蒋家兴。本报记者 赵林峰 摄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前行
的旗帜。请你谈谈指引晋江、湖州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和思
想来源是什么？

答：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撰文总结晋
江发展成就和实践探索，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
好五大关系”为核心内涵的“晋江经验”。2005年8月15日，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
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
理念，是指引晋江、湖州发展的重要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2.当前形势下，如何将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我市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湖州、晋江的做法经验非常值得学
习借鉴。我们要深挖一层、深学一层，认真思考两地取得成
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真正做到抓住核心精髓、学到
真经要义，那么真经要义是什么呢？

答：1.要学习他们“不动摇、不盲从、不折腾”的坚守
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

2.要学习他们“不做表面文章、不空喊口号、不流于形
式”的务实精神，踏踏实实做主业。

3.要学习他们“不服输、不放弃、不言败”的拼搏精神，
不达目的不罢休。

4.要学习他们“不坐等靠要、不守株待兔、不坐享其成”
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开先河。

5.要学习他们“不让企业家受委屈、不让创业者受难为、
不让同行者受排挤”的服务精神，厘清责任勇担当。

五年大学习 每天学一点

本报记者 张 蕊

1998 年，晋江市提出“品
牌强市”战略，“造牌运动”拉
开帷幕，至今已拥有 45 枚中国
驰名商标。

第一家造牌企业是安踏集
团。当年，安踏集团签约孔令
辉，孔令辉悉尼奥运会夺冠后
的一句“我选择我喜欢”，为
安 踏 赢 得 了 源 源 不 断 的 订
单 ， 成 功 打 出 了 安 踏 品 牌 。

由此，晋江市顺势推进，“造
牌运动”轰轰烈烈，中央电视
台五套被晋江体育运动品牌霸
屏 ， 一 度 被 戏 称 为 “ 晋 江 频
道”。

利郎集团造牌背后有故事。
2001 年以后，利郎集团发展受
困，安踏集团的丁总说：“我借
你几百万元，请一个名人来做广
告，把品牌打出去。”之后，利
郎集团邀请陈道明在上海T台走
秀，成就了利郎“简约而不简
单”的品牌形象。

晋江的“造牌运动”

本报记者 张 蕊

晋江市始终坚持以发展社会
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
向，以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符合
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
发展。

晋江市在发展进程中审时度
势，每个阶段都会适时出台一些
政策措施来引领经济发展，推动
实体经济不断做大做强。1980
年，晋江出台了大力发展“乡村
经济”的文件，允许自主经营、
允许五金分红、允许企业雇工、
允许供销人员按业务量提成，允

许价格随行就市。上世纪 90 年
代，晋江市委、市政府将“晋江
精神”提炼总结为“团结拼搏、
诚信谦恭”，引导企业诚信经
营，并提出了“质量行动”。1998
年，晋江提出“品牌强市”战略，展
开企业“造牌运动”。2010 年，提
出品牌跟资本双亿计划，鼓励、引
导企业上市，给晋江新一轮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2011
年，出现同质化竞争、产能过剩
等问题，运动品牌面临关闭潮，
晋江市提出创新驱动，引进科研
院所。2016 年，提出国际化战
略，晋江企业逐步走上国际化的
运作之路。

政府当好“引路人”

本报记者 张 蕊

晋江市始终用做产业的思维
来抓经济、建生态，建立了完整
的产业生态链条，使得整个产业
集群化程度非常高。而这一优势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得到彰
显，再一次生动诠释了“晋江经
验”在特殊时期的强大力量。

以实体经济闻名的晋江，
鞋、服、食品等产业工艺完备，
产业链完善，为防控物资生产提
供了基础。口罩、防护服属于纺织
品业态，生产工艺与服装、纸尿裤

企业相似，晋江食品、婴童用品企
业又拥有相应等级的洁净车间，
这些都为晋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
织转产应急物资创造了条件。

原本全市没有一家口罩、防
护服生产企业的晋江，从今年2
月份开始发动企业生产口罩和防
护服，2月底就建成了一条完整
的产业链条。柒牌集团新上5条
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恒安集团火
力全开、七匹狼集团同时生产口
罩和防护服……晋江共有口罩生
产企业 1700 多家，在满足本市
需求外，还为全国防护服和口罩
供给贡献了力量。

“晋江力量”的抗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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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颗粒材料。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本报记者杨帆摄）

⬆⬆利用石墨烯原料生产
的抗菌防臭橡胶发泡鞋。

⬅五店
市传统街区
一家实体店
老板在整理
柜台。

➡乔丹工厂店实体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