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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创新型小微企业和初创型企业来说，融资难、融资
贵是它们从“幼苗”长成“大树”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难题之
一。如何发挥知识产权商标的“引擎”作用？如何催化创新
科技从“纸上成果”转化为市场价值？近年来，南城县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着力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大
力发展生态经济，通过深化绿色金融改革，给绿色产业与生
态经济“输血”，让“知本”变为“资本”，让“智产”撬动“资
产”，探索出了一条充满活力的生态资产、生态产品转化成
创业资本、资金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之路。

以智换资
——南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寻

本报记者 温 凡 见习记者 刘星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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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球”这样滚大
——渝水区送桥管理处集体经济“成长”记

本报记者 胡光华

金秋十月，在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富塘村，
400多亩中稻已经进入收获期。成片的稻田染上
了金黄色，与碧蓝的天空交相辉映，伴随着收割机

“隆隆”的轰鸣声，当地种植大户李火水繁忙的水
稻收割工作开始了，一幅美丽的秋收画卷在记者
眼前展开。

图为10月12日，在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富
塘村的农田里，收割机正在收割水稻。

文/图 见习记者 周亚婧 通讯员 郑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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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成果换来真金白银

一声声从地面传出的鸡鸣与时不时从
空中传来的鸟啼此起彼伏，一个个铁丝网间
隔的鸡圈与一株株果实累累的蜜橘纵横交
错……站在里塔镇水南村一座小山坡的坡
顶，看着一派郁郁郁葱葱的绿色，想到隐于
其间的上万羽乌鸡，南城建樟帮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黄卓焕满心欢喜，一扫几个月前的万
般愁绪。

“那是最艰难的时候，由于缺乏资金，种
鸡的喂养难以为继，仔鸡的孵化繁育也没法
进行。”今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
的资金缺口压得黄卓焕几乎喘不过气来。

一筹莫展之际，黄卓焕想到了自己持有
的注册商标“武山凤”。他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找到当地一家商业银行，提出能不能对

“武山凤”品牌商标进行委托评估，之后向银
行出质担保。没想到，经过多番调查取证及
专业资产评估，银行最终确定“武山凤”系列
商标专用权无形资产评估值为 916 万元。

很快，首批400万元的质押贷款送到了黄卓
焕手中。

一纸创新成果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
资金，黄卓焕因此成为南城县第一例以知识
产权商标形成授信并成功质押贷款的案
例。这背后，是当地致力推动以“知本”撬动
资本，以“智产”换来资金，进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探索的努力和决心。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以商标、专
利等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难点在于评估，知
识产权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了评估的高风
险性，因此很多中小企业不懂贷、不会贷，银
行也不敢贷、不愿贷。对此，南城多措并举，
对企业质押融资需求进行调查摸底，统计具
有可质押专利的企业，并对企业积极开展知
识产权质押融资政策宣传，“一对一”精准帮
扶；引进专业服务机构，设立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绿色通道等措施，及时协助企业解决在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中遇到的困难，在企业和
银行之间扮演好“牵线搭桥”的角色。

知识产权质押只是该县鼓励金融机构

先行先试创新绿色金融产品的一个方面。
近年来，南城多家银行探索推出“绿易贷”

“林农快贷”等绿色金融产品，着力破解融资
难题，实现了金融信贷“产品大众化+服务
精准化”。全县各金融机构纷纷发挥特色优
势，做强绿色产业资金“蓄水池”，出台强化
电子渠道服务保障、建立银行账户“绿色通
道”、落实费用减免政策等针对性奖补措施，
为绿色产业发展助力。截至目前，全县共整
合筹措 5.2 亿元绿色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和
5.37亿元校具产业“订单贷款”，支持和推进
中药材种植加工、蔬菜水果种植、生态养殖、
教育装备等绿色产业发展。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能有效解决中小企
业的融资难问题。最重要的是，它能够让我
们在经营的同时，意识到知识产权原来可以
变成真金白银，从而更加重视自身的知识产
权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黄卓焕对下一步的
发展信心满怀。

专利技术注入创新动力

如果说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解决了企业
融资的“燃眉之急”，那么专利技术的产业化
则给企业的创新发展带了内生动力。

在南城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基
地，一个个被铁丝网分隔的大小不等的“小
屋子”随处可见，“屋子”里饲养着形态各异
的乌鸡。“我们引进了多个品种的乌鸡进行
对比实验，并成功繁育出了抗病力极强的纯
种南城乌鸡，如今的纯种南城乌鸡已经发展
出了三十多个家系。”合作社负责人之一的
周琴毕业于南昌大学，她参与的科研团队专
门致力于南城乌鸡提纯，经过多年的钻研，
成功研发出了以南城乌鸡为原材料的药食
两用产品——南城乌鸡膏。

成果转化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根本
路径，是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环
节。南城县进一步完善成果转化机制，鼓励
管理人员、科研人员以“技术股+现金股”组
合形式持有股权的方式，有机提高科技成果
转化率和成功率，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最后
一公里”。建好用好有关知识产权公共服务
平台，扶持培育和引进聚集一批服务专业
化、发展规模化、运行规范化的科技中介机
构和科技成果运营机构，推动形成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院所高校协作、多元投资、成
果分享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模式。大
力推进知识产权金融服务，开展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和专利保险，有效拓宽科技创新型企
业的融资渠道，帮助企业盘活知识产权资
产，让企业轻装上阵、聚力发展。

记者从新近出台的《南城县工业企业高
质量发展奖励办法》中看到，当地对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每件一次性奖励企业 3
万元；对获得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授权的，每件分别一次性奖励企业 2000 元
和 1000 元。同时，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校合
作，推动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实施专利
产业化，对创建企业给予资金奖励或项目支
持等扶持帮助，让知识产权从“有”到“用”。
仅 2019 年度，该县共有 60 家企业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证书，发明专利授权
12 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422 件、外观设计
专利授权24件。

“南城乌鸡膏是我们将普通养殖产业向
深加工发展的方向，预计每羽乌鸡的纯利润
能达到 1000元。那时不仅合作社能够有一
个飞跃的发展，参与入股的 12 户贫困户也
能得到更高的收入和分红。”周琴的眼里充
满憧憬。

“地标”产品推动绿色发展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这是南城当地人
对麻姑仙枣引以为豪的表述，也是当地将

“知本”变为资本、通过提升“智产”增强农产
品市场竞争力的成效。

据《南城县志》记载，该县的沙洲镇黄
狮、临坊等村均为大枣老产区，其栽培枣类
的历史有近千年。由于品质好、营养价值
高，麻姑仙枣深受消费者欢迎。2012年，随
着南城县麻姑仙枣成功注册为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产品，这一产业得到飞速发展，已
然成为南城农民的又一致富产业。

麻姑仙枣并不是南城唯一的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2016年，当地通过《加快
南城县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商标培育工
作的意见》，依托该县特有的自然、人文因素
资源，挖掘该县可申报地理标志商标的产
品。筹备成立南城县中药业协会、南城县土
特产品协会，引进专业知识产权公司代理商
标申报，对地理商标申报的全环节予以指
导。截至目前，“南城麻姑酒”“南城淮山”已
获核准注册地理标志商标，“南城洪门鳙鱼”
地理标志商标注册也正在复审之中。其中

“南城麻姑酒”的生产、销售商共2000多户，
产值达6000万元。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申报条件很严
格，对于农副产品的产地、品种、种植方式和
历史人文等都有特殊性的要求。”南城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商标广告股负责人郑小彬告
诉记者，一旦这些产品拥有了地理标志商
标，就相当于在市场上拥有了“金字招牌”，
可以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也提升了
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价格。

凭借生态产品优势，南城大力发展生态
适宜性产业，绿色动力愈发强劲，持续释放
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聚合效应，探索出
一条越来越清晰的多元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

以智换资，点绿成金。

4 年前，位于赣浙皖三省交界处
的德兴市新岗山镇体泉村，还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可如今这个只有
2800 多人口的小村庄，却开出了 628
家淘宝店、36 家天猫店，2018 年网上
成交额达 1.86 亿元，2019 年网上销售
收入近 2 亿元，成为“江西第一淘宝
村”。

深秋季节，记者来到体泉村感受电
商给这个小山村带来的生机和活力。

贫困户成致富带头人

“国庆节全厂的工人只休息了一
天，大家都在加班加点干，为即将到来
的双‘十一’备足货。”10月12日，记者
走进位于体泉村的齐氏布艺生产车
间，机声隆隆，工人们在各条生产线上
忙碌着。

今年 32岁的齐慧东曾是贫困户，
现如今是村子发展电商的致富带头
人。2012 年，齐慧东在外务工时因一
次意外，导致腿脚残疾，丧失了部分劳
动能力。2014 年，齐慧东家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他在杭州务工时，看
到朋友在网上开起淘宝店，接到订单
当日加工生产、次日快递发货，生意做
得红红火火。淘宝电商模式的火热兴
起，燃起齐慧东生活的希望，他心想：

“这个我也能做！”
说干就干！2015 年初，齐慧东利

用学到的布艺油印技术，返乡和妻子
创办了齐氏布艺加工厂，开始加工生
产布帘并开办了淘宝网店。“开始只是
小打小闹，我和妻子加上弟弟 3 个人
在自己家里做。订单多的时候，一天
最多只睡三四个小时。”之后订单增多
人手增加，几年间齐慧东实现了电商
产供销一条龙。“淡季时我们一天发快
递500多件，旺季则有2000多单，去年
销售收入 1500 多万元。今年预计销
售可突破2000万元。”齐慧东说道。

看到齐慧东创业成功后，不少村
民纷纷向他取经，他都无私相授。慢
慢的，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村里
经营淘宝店铺的越来越多，外出务工
的年轻人也纷纷返乡创业。村民齐清
华原是一名货车司机，看到村里不少
人家做电商发了，2016 年和两个合伙人在齐慧东的帮
助下，在村里开起了“华龙坊”加工厂，去年实现产值
300万元。

齐慧东苦干加巧干，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带动了
乡亲们走上致富路。现在村里从事电商门帘相关产业
的超过了千人，年产值过500万元的布艺生产企业就有
10家。大家抱团发展，互相交流，规模越做越大。

小布帘撑起大产业
从事布艺生产加工的企业从 1 家到 18 家，天猫店

36 家、淘宝店 628 家，相关从业人员近 2000 人，对小山
村悄然兴起的电商新业态，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因势利导。“为了帮助体泉村将电商产业做大，我们从
土地、税收、财政资金、人才培训、物流配送等方面入
手，对电子商务产业进行扶持。”新岗山镇党委书记汪
云辉说，德兴市还出台了《德兴市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引
导基金暨商贸流通业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电商
企业发展提供了全面的支持。

体泉村依托工业园区优势，盘活集体资产，流转园
区周边闲置土地，筹集资金 150余万元，建成电商产业
扶贫园，打造了上饶市首个“电商扶贫产业园”，共建成
标准厂房4栋，总面积6700平方米，为电商企业提供发
展平台。体泉村村干部全员上阵当起了招商专员，招
引电商企业落户，引导创业能手和企业入园，实施党小
组“一对一”服务企业制度，每月走访园区企业，了解企
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企业有什么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
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开展技术培训、拓宽销
售渠道等，切实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下一步，计划投资
3000万元启动园区二期项目，规划建设2万平方米多层
集约式高标准厂房，加快电商服务中心和现代物流园
项目建设，为电商产业集聚发展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在电商显著的规模效应、创业氛围和产业辐射带
动下，体泉村的小门帘做成了大产业。当地村民说，过
去村里朋友之间只在春节期间有机会见面，如今很多
年轻人都选择在家创业，见面问的是“今天的货发了
吗”？目前，体泉村已形成门帘从原材料生产到设备维
修的整条产业链，以门帘为主，包括围裙、桌布、挂画的
家居布艺产品远销海内外。2018年 10月，阿里研究院
发布了《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体泉村以 1.86 亿元的
年营销额，在全省12个“中国淘宝村”中排名第一。

“通过一个能人带动了一个产业发展，带富了一方
百姓，一村一品，体泉村发展布艺加工、电商产业为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提供了新动能，找准了发展方向。”汪
云辉说，通过电商之路，身处群山环抱中的“德兴体泉”
布艺畅销世界，小布帘成了当地的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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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市渝水区袁河街道办事处送桥管
理处，地处城乡接合部，原是一个村。随着
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送桥逐渐融入城市，

“家产”越来越大，集体经济越来越“壮实”，
现在集体年收入上百万元。

送桥的“雪球”，是怎样滚大的？
采访中，袁河街道办事处主任高智军告

诉记者：“送桥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有坚强
的村级领导班子，二是有坚定的发展思路。”

记者在送桥管理处迎嘉新村小区采访
时，巧遇正前往颐养之家吃午饭的老支书林
信文。今年87岁的他在1957年曾担任送桥
村党支部书记，也是送桥第一任支书。当
时，村里就以村级集体经济增长为目标，大
兴手工业生产，到1985年他卸任时，攒下了
一些家产。

“老支书打下了基础，留下了好传统。
历届村级班子围绕‘做大村级集体资产、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这个目标，带领村民开拓

创新、团结奋进，才有了现在良好的发展局
面。”送桥管理处党支部书记李凯说。

送桥共有 1231 户、3519 人。送桥发展
的“大变局”，从2003年开始。当时，由于工
业用地需要，按规划，送桥需迁走500多户，
并落实了安置用地。很快，送桥第一个异地
安置小区迎嘉新村建了起来，500多户村民
喜迁新居，均住上三层独栋楼房。

之后，送桥村民又分三批进行了异地安
置，建起了松新小区、袁河小区、嘉苑小区。
至此，整村都实现了异地安置。

“这么多年来，村集体所得的征迁补偿
款，经过全体村民同意，都留着‘下蛋’‘孵小
鸡’。”李凯补充说，“主要是用于添置、购置
集体资产，努力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从2002年开始，送桥就不断积累资产，
盖起了管理处办公楼、商业楼。在市区投资
购买和自留的店面就有 50 个，面积 4500 余
平方米。此外，还建起了600平方米小型农

贸市场和5亩的简易平房。这些年，光租金
年收入就有近百万元。去年，送桥集体经济
收入达140余万元。

资产越大，收入越多，越要保证资产经
营管理规范、阳光。“送桥的资产经营管理、
财务开支就做到了公开、透明，让老百姓明
白，管理处干部清白。”袁河街道办事处副主
任胡有平说。

送桥制订了严格的资产经营管理制度、
村务财务公开制度。管理处账目由街道办
事处代管，每季度村务、财务向村民公开，村
里花每一分钱都要经村务监督委员会审核，
年终总结会要向党员、村组干部、村民代表
公布各项收支情况。

做大村级集体资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最终目的还是要改善民生。近两年，送桥投
入100余万元兴办民生实事，对4个安置小区
进行提升改造，建设了健身广场和灯光球场，
建起了3个颐养之家。对400多名60岁以上

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补贴40元……
走进迎嘉新村，一幢幢三层楼房整齐有

序，房前屋后种着果树、花卉。说起现在的
居住环境，村民游小琴满脸幸福。“去年，迎
嘉新村搞了环境整治，每条路都修整了，建
了人行道，铺了吸水砖，村民的小菜园、小花
园、小果园也规整好了。小区南面就是新建
的袁河公园，散步休闲太方便了。”

在位于嘉苑小区的颐养之家，18 名老
人正在吃午餐。记者看到，当天的菜是红烧
肉、南瓜和冬瓜瘦肉汤。老人们开心地说，
每餐菜都不一样，营养可口。目前，送桥共
有 40 多名入“家”老人，管理处每月补助颐
养之家伙食费1.3万元。

李凯感慨地说：“送桥村民为工业化、城
市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但也得到了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温暖，享受到相关的惠民政策。作
为管理处，更要服务好村民，多办好事实事，
让他们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风景秀美的麻岭下生态示范村引来游客观光休闲。通讯员 南 轩摄

日前，在德兴市新岗山镇体泉村齐氏布艺厂生产
车间，工人们正在赶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