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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拥有 376 座客家围屋，被誉为
“世界围屋之都”。

人勤百业兴。对于年轻一代龙南人
来说，伴随着客家围屋发出的“吱呀”声
出门，开始一天的劳作已是父辈的记
忆。近年来，龙南 3000 多名客家青年积
极参与特色种养、生态农业、乡村振兴，
引领创业热潮，演绎别样精彩。

新青年，新气象。日前，记者慕名走
进龙南围屋群，寻觅古风浓郁的客家记
忆，采撷围屋“新青年”背后的创业故事。

百年围屋“筑梦人”

围屋，伴随着龙南全域旅游的发展
焕发出新的生机，不少人也发现了围屋
背后的新经济。

品尝地道的客家小吃，欣赏独特的
客家建筑……8月27日，沿着弯弯曲曲的
小径，穿过一段斑驳的古墙，记者在龙南
市城区寿星围见到“泥围时光”创办人黄
琳，并跟随她的脚步走进百年围屋，感受
浓浓的客家风情。

寿星围占地 16.5 亩，从空中俯瞰围
屋，其形状酷似成人脚掌印，堪称奇观。

“记得小时候外公经常带着我在围
屋玩耍，我很想为保护围屋出把力。”一
次和寿星围的偶然接触，一直从事客家
小吃生意的黄琳决定重新调整创业方
向。

2019年6月，黄琳卖掉位于市区的客
家小吃店，投入全部家当租下寿星围，并
将这里取名“泥围时光”。经过一年多的
打造，老围屋重新焕发生机，成为城里人
休闲游览的新去处。

石磨、古窗台、黄色土墙……修旧如
旧的“泥围时光”保留了围屋的古朴风
格。“为尽量保持原样，沟里的苔藓之类
都保留着，我想这样更能留住乡愁。”黄
琳说。

“好香，糍粑真好吃……”我们的谈
话被一群游客的兴奋喊声打断。循着香
气，记者看到刚刚端出的一大盘糍粑被
游客一扫而空。烫皮、珍珠粉、客家捶
鱼……黄琳引入更多原汁原味的客家美
食，打造“舌尖上的‘泥围时光’”。

“就是想让早已走出围屋的现代人
坐在屋里品尝小吃，勾起回忆，记住乡
愁……”看到游客如此满意，黄琳感到很
满足。

34 岁的黄琳性格开朗，经常参加青
年志愿者等公益活动，是人们眼中的“乐
天派”，其实她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
2014 年，性格倔强的她骑着一辆三轮车
吆喝着卖起了酸萝卜，开启创业之路。
此后，又开了一家客家小吃店，每天起早
贪黑，艰苦创业。“多年的努力让我有了
一定积蓄，没想到为建好‘泥围时光’，一
年时间就花光了所有积蓄，甚至卖掉小
车，重新骑起三轮车。”黄琳感慨地说，

“但我并不后悔，能为保护围屋出把力，
感觉很值！”

临近采访结束时，黄琳自豪地介绍起
“泥围时光”未来规划。她说，毕竟个人力
量有限，希望有更多人加入其中，携手修
缮、保护围屋，传承好优秀传统文化。

产业发展“领头雁”

八月的玫瑰花，依然娇艳动人。

在渡江镇新大村玫花渡基地，记者
好不容易“逮”住正在向附近群众传技的
李育智。

位于里仁镇栗园村的栗园围占地68
亩，是龙南最大的村落围屋，也是李育智
小时候的乐园，更是他回家创业的首选。

“虽然在外创业多年，但浓浓围屋情
依然挥之不去。”2009 年，李育智在外漂
泊了 8 年后回到家乡创业，种植油茶、向
日葵。因为缺少经验与技术，打工攒下
的钱打了水漂。

在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2013年，他
在栗园围周边流转土地，开始试种食用
玫瑰。

然而，好事多磨。2014 年的梅雨季
节，李育智种植的玫瑰花因空气湿度太
高基本枯萎。经过不断尝试，好不容易
找到适合种植的玫瑰品种时，又传来栗
园围周边涉及高铁项目建设的消息，李
育智的玫瑰基地面临搬迁。

“化危为机，正好趁此机会扩大基地
规模。”李育智用实干延续创业梦。在里
仁镇正桂村、渡江镇新大村等地迅速租
下 200 多亩土地，扩大玫瑰种植规模，并
把村民废弃的老房子租下打造成民宿，
向乡村旅游等产业进军，打造“玫花渡”
品牌。近年来，李育智创业之路越走越
宽，并获得龙南“十大杰出青年”、科技致
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他创办的企业跻
身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

携手成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和合作
社，能辐射带动更多村民发展绿色产业
致富奔小康。如今在龙南，像李育智这
样通过创业带动周边群众脱贫致富的人
越来越多。

非遗文化守望者

龙南杨村米酒工艺独特，远近闻名，
酿造技艺跻身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
杨太围里走出来的廖旺娣正是杨村米酒
酿造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在杨太围厅堂前，母亲忙着煨酒，
当包裹酒坛周围的谷屑燃尽，浓郁酒香
扑鼻而来。”日前，聊起围屋里酿酒的往
事，33 岁的赖敏蒋至今历历在目。他从
小耳濡目染，加上母亲廖旺娣手把手教，
很早就学会了制作米酒的十六道工序，
成为杨村米酒酿造技艺的一名传人。

2014年，赖敏蒋从部队转业后，立志
让杨村米酒香飘出围屋，走向更高舞台。

“多措并举，传承好非遗文化。”赖敏蒋说
到做到，接过非遗传承之棒，在宣传、推介
非遗上不遗余力。经过几年打拼，赖敏蒋
在客家米酒行业已小有名气。

自 2017 年起，龙南连续多年举办旅
游文化节。在大小活动现场，总能看到
身穿客家服饰的赖敏蒋携手母亲廖旺
娣，展示杨村米酒酿造技艺。

2016年，赖敏蒋创办了自己的米酒企
业，并依托电商平台，让杨村米酒真正香飘
万里。“目前与种植食用玫瑰的李育智合
作，正在研制米酒新产品。”赖敏蒋在传承
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获得1项国家专利。

开展杨村米酒酿造技艺宣传展演，
振兴客家传统技艺，成为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热心公益事业，积极参加抗洪
抢险、捐资助学等活动……赖敏蒋行走
在乡村田野，传承非遗，助力振兴，步步
精彩。

120.5 亿元！今年上半
年，我省税务部门征收的税
收和非税收入累计新增减
税 降 费 的 成 绩 单 ，令 人
振奋。

实施减税降费，是积极
有效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
节工具，是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的关键举措，是最直接、
最有效、最公平的惠企措
施。今年以来，我省深入落
实减税降费政策，为帮助企
业纾困解难、稳定经济基本
盘、保障民生就业提供了有
力支撑。

看特点：今年减税
降费有何不同？

“今年的减税降费，从
范围来看，涉及多个税种、
费种和规模庞大的纳税人、
缴费人；从措施来看，采用
减、免、缓、征、退、抵等形式
实施。”省税务局政策法规
处处长汪明荣说。

今年以来，党中央、国
务院先后出台 7 批 28 项支
持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的税费优
惠政策，我省先后出台一系
列减税降费优惠措施，其中
税务部门就有36条。

在减税降费政策实施
过程中，“延”成为一大特
点。2月至5月，针对部分企
业生产经营困难、资金链紧
张，以及财务人员不能返岗、无法进行纳税申报的实际
情况，税务部门先后 5 次延长纳税申报期限。截至 7
月，我省税务部门共核准延期申报 11157 户次，为 1521
户纳税人办理延期缴纳税款，涉及税款58.04亿元，帮助
困难企业缓解资金压力。

疫情不可避免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这对减
税降费政策落地提出更快、更准、更实的要求。我省税
务部门第一时间开设云课堂，分批次、分层次、大范围
对税务人、纳税人、缴费人进行“一竿子到底”的直达辅
导培训，不断简化办税环节、简便操作程序、精简报送
资料，完善电子税务局网上申报功能。

看成效：减税降费是否实现“活水养鱼”？

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出台，是否实现了“活水养
鱼”的效果？省税务局一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新
增1.7万户新办税务登记纳税人，同比增长16.7%；全省
企业销售收入增速居全国第三、中部地区第一；全省高
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5.6%，高于全省企业销售
收入增速19.3个百分点。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全省新办企业增长较
快，销售收入增速稳居全国前列，高技术产业高速增
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减税降费激发的市场主
体活力，增强的企业发展后劲。”省税务局相关负责
人说。

享受税费减免 49.5万元，其中增值税 28.8万元，城
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3.5 万
元，社保费 17.2 万元……南昌雷式培训学校财务负责
人熊莉对企业享受的减税降费细细数来。“一季度是
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还好税务部门送来减税降费‘红
包’，将企业送上马、扶一程，现在企业不仅‘满血复活’，
还抢抓线上教育的机遇，开拓了更广泛的市场。”

保住了企业，就是保住了经济的基本盘，还有维
系企业发展的一个个普通家庭。享受固定资产一次
性扣除政策少缴企业所得税约 40万元、2019年企业出
口退税款 260 万元按月足额到账……江西春丝食品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黄享生向记者算起减税账时说：“300
万元减税降费‘红包’稳住了企业现金流，保住了全厂
500 多名员工的饭碗，如今企业渡过难关，满负荷生
产。”

减税降费，坚定了发展信心，更注入了前行的动
力、投资的底气。“复工复产之后，公司享受到增值税
留抵退税 479 万元，房产税及土地使用税减免 43 万
元，社保费减免 23万元。”江西香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曲东明介绍，企业将这 500 多万元全部投入
到扩大再生产及创新研发项目上，新的生产线已
投产。

看困难：落实减税降费还有多少难关？

“没有想到，因为自己工作疏忽，没有申报的减税
降费项目，税务部门主动联系并帮助我们办理，增值税
留抵退税达 303 万元。”位于遂川县的江西志博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卢文峰，近日收到一份“意外”
的减税降费“红包”。

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在赣州延续执行的消息
传来，孚能科技（赣州）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赵钰，
在税务人员的帮助下，赶紧算起了新一轮的减税降费
红利：“有了这项税惠政策的继续支持，今年预计可减
免 500万元，明年预计可享受税惠 1000万元，企业可以
迈出更大的发展步伐。”

两家企业的获得感，从侧面反映出，旧政策落地还
有“盲区”，新政策在不断增多，税务部门要在政策宣传
上“加把油”，在执行好今年新出台政策的同时，巩固和
拓展好去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成效，做好
新老政策衔接、批次接续。

在省税务局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局810办公室，
记者看到一群税务工作人员正专注写代码。该局局长
曾辉介绍：“我们积极开发建设大数据智能分析应用平
台，推进小微普惠减免、复工复产优惠减免等网格化管
理落地，更高效率落实减税降费工作。”

补齐短板奋楫笃行，下半年落实减税降费还有哪
些困难？“今年基层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无形中给
落实减税降费和依法规范征税收费带来不小压力。”
省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说，减税降费需要各地各部门形
成合力，同时，税务部门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做到既
坚决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激发市场主体动力和活
力，又依法依规组织收入，坚决不收“过头税费”，为扎
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财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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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大航海时代”，我省如
何抢占发展制高点？

今年 4 月，我省发布《江西省数字经
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
把数字经济发展作为加快培育新动能的

“一号工程”，到2022年，全省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迈上新台阶，“物联江西”“智联江
西”加快建设，部分领域走在全国前列。

蓝图需要载体来实现。华为公司长
期扎根我省，推动全省数字经济发展。8
月 25日，在 2020江西鲲鹏生态伙伴大会
上，九江市与华为达成战略合作，共建华
为（江西）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中心；江
西金融信息技术应用创新联盟落户南昌
市红谷滩区，为全省金融业数字化发展
注入创新动力；华为与江西应用科技学
院共建的华为云学院鲲鹏中心正式揭牌
成立……基于 IT 基础设施、行业应用及
服务的鲲鹏计算产业，这个由华为搭台、
合作伙伴共同唱主角，而形成的江西鲲
鹏计算产业生态体系，正更深入地延展
开来，助力我省数字经济展翅高飞，抢占
制高点。

发展强劲亦有短板

无论身处何地，汇款、结账、投资、理
财，在手机上就能搞定，足不出户；电器、
衣物、生活用品等，都能在线上商城购
买，快递到家；去医院，手机挂号、线上结
算，各种便利，十分省心。

时至今日，我省以大数据、物联网、
VR、AR 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层出

不穷，这里都有华为的身影。据华为公
司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裁鲁勇介绍，华
为与江西的合作已在全省铺开，在金融、
电力、电信、交通、制造、能源、教育医疗
等行业的应用全面落地。

“我们通过华为云助力江铜集团、正
邦集团等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华
为视频云解决方案，为瑞安中小学生出
行安全保驾护航；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为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供远
程医疗系统保障。”鲁勇表示，华为与江
西战略合作，促进了江西5G、大数据与云
计算、VR+AR、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加快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杨贵平认
为，双方合作带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领
域重点企业、高端人才和技术要素在我
省聚焦，有力推动我省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产业发展。

2015年，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成立，
作为当时我省唯一的“数字经济示范区”
和“大数据产业基地”，逐步拉开了我省
数字经济发展的序幕。2015 年以来，全
省数字化产业实现产值 6000 亿元，每年
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统计数据显示，
2019 年，全省数字经济领域新登记各类
市场主体约 3 万家，累计上云企业达 1.6
万家；截至4月初，我省累计开通5G基站
4374个。

事实上，我省在全国大数据、物联
网、VR/AR 产业均占有一席之地，但也
存在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偏小、产业数字

化转型不快等问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副厅长王亦斌表示，我省电子信息产业、
移动物联网、移动智能终端配套率达到
90%，虽然产业链相对比较完整，但是产
业之间的协同效应还有差距。同时，随
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多，高端人才、中端人才都比较欠缺。

突破瓶颈有了“方案”

我省把 5G、物联网、VR、大数据、区
块链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主攻方向，其
发展方向和重点与华为高度契合，因而
双方共同促成江西鲲鹏计算产业快速
孕育。

在硬件生态方面，我省积极引进鲲
鹏计算产业等国内领先技术架构，构建
硬件生态体系，吸引华为等国内龙头企
业及其配套生产企业落地，打造“龙头带
动、集群协作”产业发展格局，到2022年，
培育 1 个高端整机产品品牌，2 至 3 家鲲
鹏产业龙头企业，在上饶形成年产 30 万
台基于鲲鹏架构的服务器和 PC 机生产
能力。

事实上，经过多年合作，目标正在一
步步实现。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张伟表示：“同方已经为鲲鹏计算产业
设立专用生产线、专用工程实验室、专用
高温间、专用测试环境以及定制化的专
属生产工艺流程。江西可控计算机系统
有限公司生产基地拥有计算机、服务器
30 万台（套）生产能力，将致力打造成为
覆盖江西市场、辐射华东及中部地区的

信息产业研发生产基地。”
在软件生态方面，我省也在加快构

建鲲鹏计算等产业生态体系，加快培育
和引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
数据库、大数据平台等基础软件企业。8
月25日，九江市与华为达成战略合作，并
宣布共建华为（江西）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新中心，发挥九江市的区位、人才、生态、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优势，结合华
为的技术储备和产业整合能力，通过华
为（江西）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中心促进
九江市数字经济产业发展，重点围绕鲲
鹏计算产业、人工智能、5G、工业互联网、
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助力九江市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兴产业发展。

与此同时，江西金融信息技术应用
创新联盟正式宣布落地南昌红谷滩区，
融合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的金融科
技，为江西金融业的数字化发展注入创
新动力；江西理工大学、江西软件职业技
术大学、江西财经职业学院、江西旅游商
贸职业学院4所高校与华为达成合作，华
为与江西应用科技学院共建的华为云学
院鲲鹏中心也正式揭牌成立，有针对性
地培养 ICT（信息通信技术）、VR、鲲鹏计
算等领域的数字化人才。

华为还携手多家合作伙伴联合发布
江西鲲鹏解决方案，聚焦我省优势产业，
聚集产业合作伙伴，共同建设软件生态、
培养人才、孵化标准，一起做大产业空间
和实现区域产业快速落地，帮助我省构
建基于鲲鹏计算产业的数字经济“底
座”，为全省数字经济发展赋能。

华为与我省合作已在全省铺开，多个行业应用全面落地——

数字经济借“鲲鹏”展翅
本报记者 余红举

近日，吉安市吉州区樟山镇戴家村，空中俯瞰，村庄依山傍水，绿树成荫，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牧歌画卷。
通讯员 李 军摄田园牧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