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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江县在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强化生活物资
供应保障工作，确保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稳定。 陈福平摄节日市场供应充足

江西日报
财经事业部

人勤春来早，春耕农事忙。2 月 5 日，
我省第一家综合性区域农技服务工作站
——吉水县八都区域农技服务工作站正
式揭牌，标志着我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
革创新迈出坚实步伐。

据了解，吉水县八都区域农技服务工作
站人员由县乡（镇）农技工作者和在当地产
业发展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乡土专家”
组成。目前，该农技服务工作站有农技人员

6人、“乡土专家”6人，他们有的来自八都镇、
双村镇、水田乡的农技综合站，有的是粮食
种植大户、果蔬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吉水县八都区域农技服务工作站
将统筹利用各方人力物力资源，积极探索公
益性推广与经营性服务融合发展路径。

当前，我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仍然存
在供需不畅、活力不足、效能不高、协同不
够等与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不相适应的

问题。2020年以来，省农业农村厅在总结
前三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在吉水、瑞昌、
玉山、崇仁、宜丰5县（市）试点基层农技推
广体系改革，并率先在吉水县成立区域农
技服务工作站，形成了可复制、可借鉴、可
推广的改革模式，为打通科技进村入户

“最后一公里”提供了保障。
农业产业要振兴，科技服务要先行。

八都镇是吉水县粮食加工企业、板鸭加工

企业的聚集地，产业带动及辐射能力强，
带动了八都及周边乡镇农业生产基地的
发展。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翁贞
林认为，吉水县八都区域农技服务工作站
的成立，有效解决了基层农技推广不及时
和进村入户难的问题，同时也让“土专家”

“田秀才”在院所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有针
对性地服务各农业生产实体和农户，真正
带动一方百姓致富。 （彭烈孟）

最近，两则有关于都服装服饰行业的
消息令人倍感振奋——

2020年，于都县服装行业主营业务收
入达 407.30 亿元，比 2019 年增长 15％；日
前，商务部在全国认定了 64 家“2020 年新
一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于都县跻
身全国6家纺织服装行业国家外贸转型升
级基地之列。

去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以及国内外市场萎缩等冲击，于都服
装服饰企业主动求变，发挥产业集群和规
模优势，通过拓展产业链条、创新驱动、生
产管理成本控制、工业互联网赋能等方
式，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逐渐走
出“突围”之路，实现逆势增长。日前，笔
者前往于都工业园区，感受于都服装服饰
企业的活力与魅力。

激发新动能，加快传统产
业数字化改造

“以前是为出货而出货，现在除了出
货，我们还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走进
位于于都县上欧工业园的赣州兴雪莱服
装有限公司（下称“兴雪莱公司”），笔者
看到，一个偌大的厂区，从投料、织造、
运输、包装到仓储，整个化纤生产已经
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管理。“这些生产线
不逊色于任何一家国际行业龙头企业，

通过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我们每吨
产品可减少四五百元的成本。”该公司
分管生产的经理欧阳德勇说，通过自动
化设备改造，兴雪莱公司的生产效率提
升了 30%以上。

改进技术，提升品质，是做强企业竞
争力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于都纺织服装
产业发起了“优先品质工厂”行动，由赢
家、脉动、兴雪莱、华鑫针织等一批龙头企
业牵头，加强品质管控，确保交货期限；同
时，积极与全国各地同行业企业对接，建
立服装智能制造的“于都标准”。

数字化改造让于都的服装服饰行业
改出一片天地。2020年以来，于都县大力
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

“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行
动，推动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据统计，截至 2020年 10 月，于都有出
口实绩的企业 61 家，其中加工贸易企业 7
家，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23.42亿元，其中
出口21.28亿元，同比增长134%。

建设弹性供应链，突破消
费瓶颈

多功能商务休闲服、声控商务休闲
服、恒温T恤、高质量瑜伽服……在于都环
亚服装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厅内，各类
展览服饰琳琅满目。该公司行政经理刘

观秀介绍，他们从不担心市场销售，目前，
多功能商务休闲服刚刚设计出来就被
FIR 公司买断商标，主因在于该产品一改
过去服装品种、款式单一，竞争力不足的
状况。该公司投资修建了生产大楼、研发
中心，购置了国际先进的服装生产、检验
设备，成立了专业研发团队，获得了国家
专利。

“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国际国内市
场并驾齐驱。”江西布威隆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广辉说，新设备、新平台，结构创
新、销售创新让公司实现了质的飞跃。
2020 年，该公司营业额突破了 1500 万元，
比2019年翻了3番。

笔者在于都工业园区走访时发现，不
少服装服饰企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受疫
情冲击后，纺织服装产业过剩问题是不可
回避的，只有通过补短板、扩链条、加大科
研投入等方式，才能推动纺织服装产业从
规模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型。

筑巢引凤，传统优势产业
发新枝

近年来，于都县借力加工贸易承接
转移示范地等国家级外贸平台，加大对
出口型企业的招商引资力度，引进外贸
新增长点。

在企业入驻、技改创新、金融服务、公

共平台、品牌建设等方面，于都县给予落
户企业全方位扶持，并落实到土地、厂房、
资金、人才等发展要素上；同时以“店小
二”式服务，降成本、优环境，大力解决企
业用工难、融资难等问题，对新签约的大
项目、总部经济项目、行业龙头项目、IPO
项目等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通过

开辟绿色通道，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

栽得梧桐树，诚引凤凰来。于都县已

吸引了年销售额达 30 亿元的广州汇美时

尚集团有限公司、年销售额达26亿元的广

州布言布语服饰有限公司、江苏海澜之家

集团、北京翡俪文德服饰有限公司等一大

批优质产业资源入驻，推动产业链上下游

和区域间的交流合作，为纺织服装产业发

展了提供了强劲动力。目前，该县有纺织

服装企业3000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97
家，并成立了纺织服装产业研究院，建设

标准厂房，引进广州FDC面料图书馆。

于都纺织服装产业基地的洼地效应

已经非常明显。2020 年 12 月 18 日，中国

服装论坛高端制造与设计协同创新峰会

在于都 FDC 时尚产业综合体举办，超 100
家知名服饰品牌、外贸公司、电商大咖、商

业化服装原创设计师、源头面料企业的

300 多名精英和企业代表共享大会，峰会

期间线上线下汇聚超 5000 万件服装服饰

制造订单。

2 月 9 日，从省财政厅传来好消息：截
至 1月 27日，江西省银担“总对总”批量担
保业务规模突破亿元大关，累计金额达到
1.75亿元，担保业务粗具规模。

据悉，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2020 年 6
月推出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通
过创新担保模式、简化担保流程、提高
担保效率，实现迅速放款。从操作上
看，银行先对担保贷款项目进行风险识
别、评估和审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再对担保贷款项目进行合规性审核确
认，不做重复性尽职调查，就可以进行
批量担保备案。

此项业务推出后，江西省融资担保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省融资担保
集团”）迅速对接，快速实现省内首笔业
务落地，并带动全省政府性融资担保
体 系 70 家 担 保 机 构 大 力 拓 宽 业 务 范
围。截至目前，省融资担保集团已与
建设银行、农业银行、邮储银行等 11 家

银行省级分行签订银担“总对总”批量
担保业务合作协议，业务在吉安、宜春、
南昌、新余、赣州、萍乡等 6 个设区市实
现落地。

我省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快
速开展离不开“担保体系赋能”。省融资
担保集团 2019 年起建立健全我省政府性
融资担保体系，迅速实现担保机构设区市
全覆盖，担保业务触角深入全省 100 个县
（市、区），并于 2020 年实现担保体系基本

建成，比国家规定时限提前了 1 年半。
2020 年第三季度再担保业务规模已跃居
全国“第一方阵”。

下一步，省融资担保集团将引导担保
体系持续以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
为基础，切实开展业务渠道、模式上的创
新，走出我省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
的新路子，在提高担保服务效能的同时，
引导更多金融资金流入中小微企业、“三
农”企业等实体经济。 （陈 萌）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门联
合发布的文件，2 月 4 日起实施的一
系列新规将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
政策，进一步支持稳外贸稳外资。

经江西省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
务展业自律机制评估推荐，全省首批
226家优质外贸企业和20家对外承包
工程类优质企业将在办理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资本
项目人民币收入在境内使用等方面，
优先享受到便利化的服务。

江西晶润光学有限公司是一家
新型电子元器件生产商。2 月 4 日，
农行南昌分行为其办理了货物贸易
项下跨境人民币收入便利化业务，单
笔金额达 4300 万元。该企业国际结
算业务负责人邹女士表示：“现在无需
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背景资料，
仅凭《跨境人民币结算收/付款说明》
或收付款指令，即可在农行直接办理
货物贸易收汇业务，单笔业务就节省
了 2 个小时，大大缩短了业务办理流
程，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使企业享受
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为跨境人民币
便利化新政点赞。”

江西永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
抚州市东乡区经济开发区，工行东乡
支行为其办理了一笔从印度汇入的35
万元跨境人民币货款即时入账。该企
业财务部门负责人说：“由于企业所处
工业园区距离县城较远，以前要往返
工行东乡支行办理业务，现在足不出
户就可以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了，为我们节省了‘脚底成本’。”

据了解，江西省外汇和跨境人民币
展业自律机制各成员单位均积极响应新
政出台，迅速传导，精准发力，第一时间
推动新政红利落地。新规实施首日，主
要试点银行便为省内12户优质客户办
理了相关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业务，
便利化金额合计达9213万元，为涉外企业送来实实在在的新年大
礼包。如中行江西省分行为省内8家优质企业办理了11笔货物贸
易项下跨境人民币收支便利化业务，金额累计4478万元；为1家优
质企业办理了1笔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在境内使用，金额200万
元。建行南昌江铜支行为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一笔200
万元货款入账免除单证审核手续，实现资金即时入账……

人行南昌中心支行作为全省外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
自律机制的业务指导单位，第一时间指导展业自律机制各成
员单位开展政策宣传，制订试点方案，并评估纳入试点的优质
企业名单，推动便利化试点在江西快速落地。

人行南昌中心支行副行长陈锋认为，跨境人民币便利化
新政的出台，对发挥跨境人民币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
便利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该行将继续督促和引导全省外
汇和跨境人民币业务展业自律机制各成员单位加强新政策的
传导，推动大宗商品、对外工程承包等重点领域人民币跨境使
用，切实疏通跨境人民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提高市场主
体使用人民币的便利感和体验感，以更优质的跨境人民币金
融服务支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服务江西实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张莎莎）

近日，由南昌航空大学
牵头，铅山县鼎鑫金属有限
公司为主要合作单位的校
企合作省级研究课题“废旧
锂离子电池金属全回收工
艺与产业化”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该项目可实现废旧
锂离子电池全金属钴、镍、
锰、锂等年回收量达 5000
吨，预计每年可实现销售收
入约 8 亿元，为全县搭建高
水平的固废处置与资源化
研究平台。

近年来，铅山县紧紧围
绕“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创新升级步伐”，以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为中心任务，
以建立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
新体系为主攻目标，打好创
新“组合拳”，当好科技创新
推手；成立了“江西省氟化工
新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西省红芽芋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省级科研平台，促
进了50余家企业转型升级。

（傅金发 陈 森）

近日，农发行万安县支
行向万安县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投放 5000 万元城乡
一体化贷款，用于支持万安
县城镇化建设项目。截至目
前，该行共向该项目一期、二
期投放信贷资金4.9亿元，为
该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
强有力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据悉，万安县城镇化建
设项目一期、二期累计总投
资达9.7亿元，建设内容涵盖
了市民体育中心、“三馆”建
设、农贸市场、第二中心幼儿
园、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回收

处理、道路管网等配套基础
设施工程。项目的建成，将
全面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
务能力，改善居民居住环境
和生活质量，促进农业转移
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

2021 年，农发行万安县
支行将继续加大对新型城镇
化建设和县城城镇化补短板
强弱项的支持力度，认真贯
彻“两新一重”建设决策部
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发挥政策性
金融职能作用，全力服务城
乡一体化发展。 （刘嘉伟）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打通进村入户通道

我省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一件衣服的蝶变
——看于都纺织服装产业如何逆势突围

彭烈孟 肖章荣

江
西
跨
境
人
民
币
便
利
化
新
政
落
地

为
涉
外
企
业
送
来
新
年
大
礼
包

铅山打好创新“组合拳”

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农发行万安县支行

加大贷款力度支持城镇化建设

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破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