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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出新路径 激活新动能

我省“国民共进”国企混改模式显成效
陈 萌

知识产权
专项检查

近日，峡江县组织执法人
员深入企业、超市等开展专利
标注和商标使用情况专项检
查，并进行知识产权宣传，旨在
增强人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促进企业品牌建设。

陈福平摄

5 月 30 日 18 时，雅中-江西特高压工程
鄱阳湖± 800 千伏换流站的最后一台高端换
流变压器运输进站，至此，由国网江西省电力
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共历时 18 个月的大件运
输任务，画上圆满的句号。28 台换流变压器
均如期送达，为鄱阳湖换流站按期投运打下
坚实基础。

换流变压器是特高压换流站的核心设备，
体积、重量大并且造价昂贵。典型±800千伏换
流变压器重量，相当于数十头成年非洲母象的
体重。

鄱阳湖换流站需要的28台换流变压器，其
中 14台为低端换流变，来自河北，每台重量达
290多吨；14台高端换流变压器，其中4台来自
重庆，10 台来自山东，每台重量达 350 多吨。
将这些“庞然大物”通过陆地运至江西，需要拥
有 240个轮子、长度近百米的运输车装载。据
悉，此次换流变压器大件运输项目，包括河道
疏浚、临时码头建设、沿线公路桥梁加固修缮
等一系列任务。

根据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总体安排，鄱阳
湖± 800千伏换流站将在今年 6月底前全部投
产，比计划提前 3个月。作为制约换流站建设
的换流变运输，成为关键因素。

自2019年12月正式启动，国网江西电力通
过高效组织、精心策划，积极组织运输单位中
特物流公司加大人力、运力投入，积极协调省、
市、县各级公路、海事、交通、路政等部门，还克
服疫情、洪灾影响，于2020年11月10日将首台
换流变设备安全运输进站。 （卢 恒）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顶梁柱”、
“压舱石”。近年来，我省以混合所有制改
革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
新路径，全省国有经济呈现向好态势，今
年一季度，全省国有企业资产规模首次迈
上 5 万亿元台阶，资产总额 50255.2 亿元、
净资产 19467.9 亿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2516.6 亿元。5 月 26 日，国家发改委在我
省调研国企混改工作并召开深化国企混
改地方现场会，对我省国企混改工作予以
充分肯定，指出江西国资国企探索混合制
改革起步早、力度大、成效明显，在全国混
改工作中走在前列。

多年来，我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市
场取向、混合所有制方向，着力推动混改
由集团向子企业、由省属向市（县、区）属
企业纵深推进，由试点向行动、由单项改
革向综合改革扩大推进，推动混改企业由
股权多元化向公众型、上市公司转型推
进。截至2020年底，省属竞争类国企混改
率达79.2%，全省104家“百户混改攻坚”企
业混改率为 60.6%，成功打造出中国瑞林、
江西建工、江西盐业、江西旅游、江咨集
团、国泰集团等一批典型“混改样本”，初

步探索出一套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与江西
实际相结合的具有江西特色的“国民共
进”国企混改新模式，实现了放大国有资
本功能、提高企业治理效能、改善企业经
营效益的目标。

推进国企混改，制度先行。近年来，
我省每年出台一个指导性文件和相关系
列配套制度，有力推动改革不断深化，先
后制定出台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
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国有企
业党的建设、优化改革发展环境等六方面
配套文件，构建出“1+70”国资监管制度体
系，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调推动改革发
展的工作合力。

混改样本更加丰富。江西国有企业
通过先行先试，已摸索形成了以中国瑞
林、江西建工、江西盐业、江西旅游、江咨
集团等一批混改典型样本。中国瑞林骨
干员工持股达 49%，充分激活了企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改制以来效益年均增速超
30%，股东价值增长10倍以上；江西建工依
托混合所有制形成的体制机制新优势，生
产经营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势头，新签合同

额、营业收入和利税利润等主要指标持续
增长；南昌市政建设集团通过“公司制改
制+混改+骨干持股”，使一个濒临破产的
大集体企业，走出困境，并且成功蜕变为
现代企业。

经营机制更加完善。通过混改，企业
已普遍形成党组织、董事会、监事会和经
理层之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
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非公股东与国
有股东已形成默契，形成以股权为纽带相
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共赢局面。坚持收益
共享、风险共担，巩固了持股员工树立收
益与风险并存意识，充分发挥股权激励作
用。坚持以岗定股、动态调整，健全了员
工股权内部有效流转机制，充分激发员工
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实现了“要我发
展”到“我要发展”的根本转变。坚持预留
股权、长效激励，用于新引进人才和员工
岗位变动调整，能够使新晋骨干员工及时
分享公司发展成果，为稳定企业后续人才
队伍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一季度，全省国资国企实现“十
四五”首季“开门红”，全省国有企业资产
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6.5%、15.4%、64.1%，营业收入更是连续三
个月实现 50%以上高速增长；实现增加值
313.7亿元，同比增长44.8%。其中，省属企
业资产总额15744.8亿元、净资产4380.7亿
元；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856.9亿元，同比增
长 68.7%；实现增加值 219.6 亿元，同比增
长52.3%；实现利润58.2亿元，同比增长9.8
倍；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71.1%、11.9%、
10.6%。与“十三五”初期相比，全省国有企
业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分别增
长 2.5 倍、1.8 倍、1.7 倍，年均增长 20%、
12.7%、10.9%。省属企业资产总额、营业收
入、利润总额分别增长 2.3 倍、1.7 倍、3.1
倍，资产、收入、利润分别列全国地方省级
监管企业第17位、11位、11位，排名分别前
进3位、5位、5位。

下一步，我省将以推进全省国资国企
改革创新三年行动为契机，全力完成百
户国企混改攻坚行动，持续深入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深化提升，向改革要活力、
向创新要效益，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充
分释放国有企业的活力、创新力、竞争力
和贡献力，为江西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国
资力量。

近日，首个“全国警税合成作战示范
基地”授牌仪式在宜春市举行。我省公
安、税务部门将以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契机，以此次授牌为新的起点，不断深
化税侦改革，推进警税联合办案的制度
化、信息化、常态化。

省公安厅、省税务局不断适应打击涉
税违法犯罪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深
化打击涉税犯罪体制机制改革，以宜春市税
侦改革为突破点，持续探索警税实体化运作
路径和方式，提升警税协同打击效能。通过

建立新型警税合成作战工作体系，我省警税
联合防范和打击涉税违法的能力和水平明
显提升，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效。

据统计，2018 年以来，省税务部门查
处确定虚开发票 51.68 万份，发票金额
454.9亿元，税额57.37亿元，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149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014人，有
效地维护了江西税收秩序和税收安全，促
进了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江西警税合成
作战做法多次在全国会议上做交流发言，
产生了广泛影响。

为实现对涉税犯罪全过程、全覆盖的
精准预警分析和高效打击，宜春市公安、
税务部门于 2017年开始创新研发警税合
成作战指挥平台。省公安厅、省税务局在
此基础上边用边建、持续升级扩围，2019
年9月改造后的江西警税合成作战指挥平
台正式上线，并在全省逐步推开。

江西警税合成作战指挥平台涵盖监
测预警、合成研判、警税协同、精准打击、
作战指挥、知识管理6大功能，通过税务和
警务各系统间应用级功能合成、结果交互

和证据共享，大数据预警指标和风险识别
的智能化研判，形成各类预警信息画像，
实现对全省涉税犯罪全过程、全覆盖的精
准预警分析和高效打击，持续营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

据悉，指挥平台上线以来，共调取税务
和公安数据3万余次，查询和初步分析企业
3.8万户，分析处理发票数据 4500余万条、
资金数据2亿余条，出色地完成了多批次案
源线索研判工作，有效规范了地方税收征
管秩序，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税收安全。

首个“全国警税合成作战示范基地”落户宜春
彭烈孟

近日，人保财险江西省
分公司响应省委、省政府

“关于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号召，由人保
财险抚州市黎川支公司签
出全省首单碳汇林价值保
险保单，为黎川县林业工业
公司岩泉林场位于樟溪乡
的 370 亩碳汇林提供 37 万
元风险保障。

江西是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抚州被列为全国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
市。为积极助力抚州市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转换，人
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主动对

接政策需求，创新服务模式，
积极推进碳汇林价值保险，
得到地方林业部门高度认
可。人保财险江西省分公司
根据当地碳汇林碳中和能力
测算固碳量，再由固碳量合
理设置碳汇林保险金额，为
当地碳汇资源保护工作提供
保险保障。

此次碳汇林价值保险的
落地，为全省探索“碳汇+保
险”模式跨出第一步，为助
力江西“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目标发挥了保
险作用。 （彭烈孟）

人保财险
签出江西首单“碳汇林价值保险”

6 月 2 日，江西省国资
委与北京银行南昌分行举
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省国资委有关领导、北
京银行南昌分行领导班子、
部分省属国资企业负责人
参加活动。

北京银行南昌分行深耕
赣鄱大地十年，坚持北京银
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
企业、服务市民百姓”的市场
定位，践行“科技金融、文化
金融、绿色金融”的发展理
念，利用北京银行资源优势
架起“京赣合作”的桥梁。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北京银行

南昌分行表内外资产总额
998.6亿元，贷款余额 715.16
亿元，存款余额483.69亿元，
存贷比 147.85%，已累计在
江西投放资金超 2000亿元，
已为省属国有企业提供综合
授信 130 亿元，提供融资支
持近60亿元。

据悉，根据《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在现有合作的基础
上，将继续拓宽合作领域、深
化合作层次、创新合作方式，
促进产融结合，为江西省国
有企业改革发展营造更优的
金融环境，推动江西国资国
企做强做优做大。（柯凌云）

北京银行南昌分行
为国企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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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农发行高安市支行
向高安市村集体经济发展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投放5亿元贷
款，用于高安市100万头生猪
养殖产业扶贫项目（一期）建
设，全力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该项目主要建设 4座标
准化生猪养殖场，总占地面
积 2993.25 亩，总建筑面积
28.21 万平方米，包含猪舍、
饲料仓储、商品猪育肥、粪肥
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及
相关配套设备等。项目建设
将构建“养殖+沼气+加工”

的循环农业产业链，项目完
工后，母猪存栏可达 3600
头，投产后可实现年出栏生
猪约 50 万头。该项目预计
将带动 77 户农户每人每年
增收1793.59元。

该笔贷款的投放，及时解
决了企业建设资金不足的困
难，为生猪市场供应和价格
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
步推动了当地生猪产业发
展，体现了农发行积极践行服
务乡村振兴、助力产业兴旺的
责任担当。 （陈 宇 韩 敏）

农发行高安市支行
全力支持生猪产业发展

金融如何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光大
银行南昌分行的做法是，聚焦优势产业，
切实融入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大潮之中。

以 5G、VR等新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数
字经济是江西省近年来崛起的新兴产业
之一，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光大银行南昌
分行盯住该领域的龙头企业——泰豪集
团。泰豪集团是在江西省和清华大学“省
校合作”推动下，在江西南昌设立的高科
技公司。该公司致力于信息技术的研发
和应用，已形成以智能电力、军工装备、创
意科技(VR)、智慧城市业务为主的新发展
格局。工信部在《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现实
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鼓励金融
机构开展符合虚拟现实产业特点的融资
业务，进一步拓展产业融资渠道。

据了解，该分行不仅仅在金融服务、
融资、风控机制等方面支持泰豪集团，更
为重要的是，光大银行正在利用光大集团

的理财子公司、投行、券商等兄弟机构的
协同作用，谋划成为泰豪·小蓝VR产业基
地发展中的一分子。

据光大银行南昌分行提供的资料显
示，在VR产业高速发展的风口，该分行主
动投身 VR 产业，以 VR 新技术助力打造
特色分行，全面升级服务水准。截至 2021
年 3 月末，该分行在 VR 及电子信息领域
的授信余额达到17亿元。

“金融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就必须义不
容辞地为当地有特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提供金融支持。作为极具前瞻性的VR产
业，泰豪集团一直致力于VR技术的突破、
人才的培养，这一产业在南昌的落地生根
未来会为当地的数字经济带来重要的推
动作用。我们没理由不支持这样的企
业。”光大银行南昌分行有关负责人介绍。

不仅仅是新兴产业，光大银行南昌分行对
于地方经济的支持，还体现在对江西14个重点

产业链及中医药、文旅等特色产业支持上。
据悉，2020 年，江西省政府建立产业

链链长制，共明确了 14个重点产业链，并
组建了10个产业链金融服务团，光大银行
南昌分行积极参与，共参与到 8个金融服
务团中。截至2021年3月末，分行在14条
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融资金额 236.8亿
元，较年初增长 33.9 亿元，增幅 16.7%，明
显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在支持江西省中医药产业发展方面，
2020 年，光大银行南昌分行依托于总行

“阳光本草”产品，经过实地调研，推出了
樟树市中医药产业普惠生态链金融服务
方案，并结合江西区域特色丰富完善方案
内容，2020 年 3 月 27 日，该分行与江西省
中医药管理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倾力探
索中医药领域特色银行建设。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该分行中医药产业授信余额
5.8 亿元，较年初新增 5.2 亿元，与济民可

信、博雅生物、百神等省内医药龙头企业
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20年 9月，济民
可信和樟树中药饮片协会等2家单位受邀
参加光大银行总行“阳光本草”系列金融
服务方案暨“岐黄计划”发布活动并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在支持江西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方
面，该分行主动与江西省文旅厅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联合开发“文旅贷”融资产品，
成效显著；在文旅产业的表内外授信金额
超过65亿元，2020年全年对江西省文旅产
业累计实现投放超过 25亿元，今年前 4个
月投放金额超过12亿元。

2021年前4个月，光大银行南昌分行累
计投放表内外信贷资金超过220亿元，重点
用于支持省内民营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医
药、电子信息等“2+6+N”主导产业发展，同
时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重点民生工程等
领域持续投入。

聚焦优势产业 服务实体经济
——光大银行南昌分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侧记

尹 坤 杨 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