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JIANGXI DAILY财 经2021年8月25日 星期三

■ 邮 箱 caijing2021@sina.com
行业专刊

发展驶入快车道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大力实施延链、补链、强链战
略，形成了“芯屏端网器”中高端电子产业体系，已集聚电
子信息产业相关企业19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69家、高
新技术企业47家。图为赣州市江元电子有限公司的员工
正在加紧生产。 徐 祯摄

业态新 制造专 小而美 潜力大
——江西“小巨人”企业发展态势分析

彭卫国 邹 薇 张 悦
江西日报
财经事业部近年来，江西省“小巨人”企业快速发

展，并阔步走上专业化、特色化、创新型发
展之路。江西省税务局通过实地调研、问
卷调查等方式，对全省2018年至2020年连
续 3年认定的 157户“小巨人”企业进行了
调查分析，数据显示“小巨人”企业已基本
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科技进步
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业态新、制造
专、小而美、区域强等特征，发展潜力巨大。

成长性好，纳税潜力大

所谓的“小巨人”企业是指成长性好、
质量品牌优、创新能力强，持续专注行业

细分领域，细分市场份额名列前茅的的企

业。税务登记信息显示，江西省“小巨人”

企业发展迅猛，2020 年营业额达 413.3 亿

元，吸纳就业 4.3万人。今年前 7个月，全

省“小巨人”企业营业额达 270.8 亿元，同

比增长38.5%。

业态新。全省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小巨人”企业有 110家，占比 70.1%；属

于“ 三 新 ”经 济 的 企 业 有 104 家 ，占 比
66.2%；属于高技术制造的企业有35家，占
比 22.3%，已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
导、科技进步为动力的发展模式。

制造专。全省制造业“小巨人”企业

达 150家，占比高达 95.5%。其中，装备制
造业有 50家，占比近三成；医药化工类制
造业有40家，占比26.7%；非金属和有色金
属制造业有22家，占比14.7%。

小而美。全省“小巨人”企业平均注
册资本 5654.9 万元/家，2018 年至 2020 年
年均净利润 1981.7 万元/家，资本收益率
年均超过 35%，呈现轻资产、高收益的运
行特点。

聚而强。从区域分布看，大南昌都市
圈占据明显优势，“小巨人”企业共计 60
家，占比38.2%。2018年至2020年，大南昌
都市圈“小巨人”企业营业规模占全省“小
巨人”企业的 31.8%，净利润占全省“小巨
人”企业的42.2%。

创税良好，财税贡献高

今年前 7个月，全省“小巨人”企业合

计缴纳税收同比增长 42.8%，远高于全省

税收增速；户均缴税935万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 280余万元；百元资产税收贡献率达

2.6%，较去年同期全省重点税源企业资产

税收贡献率高出 0.4 个百分点；缴纳各项

规费 0.2 亿元，社保基金支出 1.7 亿元，合

计为地方财政贡献 17.9亿元，财税贡献率
较去年同期提高0.8个百分点。

创利可观，逆势增长快

2020年，全省“小巨人”企业实现利润
总额 41.6亿元，同比增长 23.4%，高出全省
规上工业利润增长率 11.2 个百分点。今
年前 7个月，“小巨人”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1.5亿元，同比增长 34.4%，增速较去年末
提升11个百分点。

在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发的严峻形
势下，“小巨人”企业抗风险能力强、发展
潜力大的优点得到充分展现。2018 年至
2020年，全省“小巨人”企业年均营业收入
增长 14%，年均净利润增长 13.3%，分别高
出全省重点税源企业增速 2.3 个和 1.9 个
百分点。“小巨人”企业快速发展态势明
显，前景可期。

创新驱动，发展前景可期

2018年至2020年，全省“小巨人”企业
研发费用总支出累计达 53.8亿元，年均增
长18.6%，研发强度由2018年的4.0提升至
2020年的 4.3，远高于全省R&D经费支出
占GDP的比重。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
全省“小巨人”企业建有各类重点实验室、研
究中心、专家工作站等206个，拥有发明专利

156份，97%的企业技术来源于自主研发。“小
巨人”企业通过持续投入研发，保持核心技术
的领先地位，为持续发展创造动能。

外向拓展，对外贸易韧劲足

“小巨人”企业对外贸易逐年增长。
今年前 7 个月，全省“小巨人”企业出口
销 售 额 达 25.3 亿 元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65.3%。从出口地看，“小巨人”企业主要
出口地区为东亚及东南亚，其次是欧盟、
南非地区，表明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取
得良好成效。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0年，全省“小
巨人”企业出口销售额年均增长 23.1%；纳
入税务部门重点税源监测的“小巨人”企
业中，有 26.6%的企业发生进出口业务，出
口销售额年均增长 14.5%。其中，2019 年
增速为 19.8%，高出全部重点税源企业增
速 2.7 个百分点；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增速虽放缓为 9.4%，但仍高出全部重
点税源企业增速1.2个百分点。

不过，调查分析显示，我省“小巨人”
企业还存在产业不够高端、创新投入不
足、融资能力不强等短板问题，需要政企
同向发力、多举措提升企业经营质效，引
领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彭烈孟）近日，笔者从省供销部门了解到，截至
目前，全省供销系统已建设供销集配中心 54 家、仓储面积
48.17万平方米、集配网点 5242个，累计上下行物流配送 1.42
亿件，600多万农户享受供销集配快捷服务，有效实现了快递
件在集配中心统一揽收、分拣、配送，县乡村配送效率提升
70%，成本降低20%。

今年以来，全省供销系统在全力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中，
积极对接新兴主导产业，整合快递物流企业、部分快销网点，
全力打造成集农资配送供应、现代农业服务和第四方物流体
系于一体的新型为农服务平台，“互联网+第四方物流”供销
集配体系建设，取得了可推广复制的成效。由于供销集配体
系建设齐全，今年上半年，全省供销系统农资、棉麻、非棉农产
品、再生资源、日用消费品、合作金融、资产经营企业营业总收
入达 56.71 亿元，同比增长 28.92%，占全系统营业总收入的
63.48%，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

本报丰城讯 （记者杨碧玉 通讯员欧
铭、邹义平）近年来，丰城市河洲街道不仅
在招商引资等方面做足文章，更致力于打
造优质营商环境，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截至 7月底，河洲街道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5.23亿元，新增入规企业4个，已签投
资 3 亿元的企业 1 家，正在洽谈的亿元以
上企业有4家，其中10亿元以上有2家，累
计完成税收4.36亿元，同比增长143.57%。

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快速发展。为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四最”一流
营商环境。河洲街道成立了优化营商环
境工作领导小组，以一流作风营造一流发
展环境，切实增强了干部全力服务企业发
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体现“河洲担当”；
落实最多“跑一次”审批原则，进一步减流
程、压时限、降成本，充分展示一流水平的

“河洲效率”；推行“码上评”落实落地，及
时收集反馈意见，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展
现“河洲速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更好发展。
大力招商引资，促产业聚集发展。河

洲街道牢固树立“项目为先、项目为大、项
目为王”的理念，做优做强河洲商会，发挥
商会链条式招商、裂变式招商优势，强化
以商招商，促进“河商回归”；突出循环产
业转型升级，擦亮“城市矿山”名片，推进
循环产业 32家企业向精深加工产业链延
伸；充分发挥河洲产业优势，培育了本土
企业江西华伍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服务规上企业达50家。
强化服务保障，助企业做大做强。建立

企业“专班+专员”双服务机制，由街道领导
班子成员组成专班，加强班子成员与现有企
业结对服务，履行服务专员职责，紧扣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每月至少 2次开展例会座
谈、“入企听诉”等活动，了解企业发展情况，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切
实服务好诸如华伍、鑫颖、红庆、利华、铂钰
等企业发展，助力本土企业做大做强。

本报宁都讯 （杨平）乡村振
兴，产业是关键。8月21日，江西
东旭投资集团（简称东投集团）向
宁都县东山坝镇蔬菜产业发展基
金捐赠 40万元资金，定向用于促
进当地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提质
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

参与乡村振兴是民营企业的
责任与担当。8 月 3 日，江西省

“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召
开，我省将发挥特色农业产业优
势，引导民营企业深挖农村土地、
环境、产业等资源的多元价值和
多重功能，优化乡村生产要素资
源配置，实施高效农业、优质种
业、特色种养殖等产业项目。在
启动大会上，东投集团联合部分
知名赣企，向全省民营企业家发
出了《发扬赣商精神、争当乡村振
兴的带头人》的倡议。

东山坝镇地处赣州北部，四
季分明，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
蔬菜。据东山坝镇党委书记李邦
赟介绍，当地把蔬菜产业作为特
色富民产业，高位推动，持续发
力，高效推动蔬菜产业发展，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目前东山坝镇大
棚蔬菜基地面积已达 1200余亩，
亩产值达 2万元以上，实现了“把
农民留在土地上，让农民富在产
业上”。下一步，该镇将充分利用
好社会捐赠资金，健全产前产中
产后“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厚植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土壤，为蔬
菜产业发展营造最优环境。

本报新余讯（易红霞）近日，因受短时强降雨并伴有强雷
电天气影响，新余城区短时强降雨达到66.2毫米，导致城区部
分路段出现内涝，其中以沿江路、仰天岗大道、新欣大道路段
积水严重，部分车辆浸在水中。人保财险新余市分公司闻

“汛”而动，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派出理赔专业人员到达积
水严重路段进行摸排，放置警示标识，进行设卡设防，及时提
醒过往车辆行人注意安全。

据悉，人保财险新余市分公司理赔人员积极联系涉水车辆
车主，为他们提供水淹车的正确处置方法，并开通“一站式”绿
色理赔通道，安排定损员进驻维修点，协调救援单位及合作车
商，优先把浸水车辆拖出来，第一时间进行拆解，及时对元器件
进行烘干，防止配件氧化，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本报讯（魏思飏）为构建政企互通、行业互联、经验共享
的联系交流互动平台，有效推动实体零售业创新发展，近日，
省商务厅组织开展了全省重点零售企业推荐工作。经企业申
报、各设区市商务主管部门推荐、省商务厅审核，确定江西华
润万家商业有限公司等100家企业为全省重点零售企业。

100家全省重点零售企业中，综合零售企业20家，百货商
场7家，超市54家，便利店12家，专业店7家；各设区市分布情
况为，南昌市 22家,上饶市 14家，宜春市 13家，赣州市 10家，
吉安市9家，九江市8家，抚州市8家，景德镇市5家，鹰潭市5
家，萍乡市4家、新余市2家。

本报赣州讯（杨平）近日，整列装运马士基出口货柜的铁
海联运班列从赣州国际陆港发车，进入深圳盐田港吊装上船
驶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进一步缩短了国际贸易交货
时间，节省了外贸企业物流成本，标志着赣州国际陆港实现国
际贸易“起运港”功能。

2020年，赣州国际陆港获批国际港口代码，引进马士基
等船箱公司设立提还箱点，进出口货物所需空箱在赣州港区
就地提取，为企业节省了从沿海港口调运空箱等费用。赣州
国际陆港通过与深圳盐田港合作，在全国率先开展“组合港”
通关模式，实现“同关”功能，为全程铁海联运提供了更加便利
的条件，助力赣州国际陆港实现国际贸易“起运港”功能，有力
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通畅，增强了外贸企业竞争力。

全省供销系统

供销集配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人保财险新余市分公司

“一站式”理赔受客户好评

我省公布100家重点零售企业
南昌市以22家位居全省第一

节约外贸企业物流成本

赣州国际陆港实现“起运港”功能

优化营商环境 大力招商引资 强化服务保障

丰城河洲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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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黄闻岳）近日，浦发银
行杭州分行 2021年第 1期个人消费
信用类不良贷款批量转让资产银行
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挂牌转
让，该资产包为18户31笔资产，未偿
本金为 350 万余元。经过激烈竞价
后，由江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成功摘得，成为省内第一家成功摘
得个贷批转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

据了解，银保监会于今年1月下
发《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
不良贷款转让试点工作的通知》，文
件指出，对于单户对公不良贷款、批

量个人不良贷款，银行可以通过银
行业信贷资产登记流转中心向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地方资产管理公
司转让上述不良贷款，其中批量受
让个人不良贷款不受区域限制。江
西金融资产于今年 3月获江西省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批复同意参与个
贷批转试点。

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江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积极参与个贷批转业务，先
后参与十余个个贷资产包的尽调及
竞买。

江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个贷批转业务
本报讯（记者郑荣林）记者8月23日获悉，

为切实加强国有金融资产流转管理，进一步规
范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有产权进场交易行为，
财政部日前确定江西省产权交易所（江西省公
共资源交易集团）等 12家机构为第一批具有承
办中央管理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能力的产权
交易机构。

今年 2 月，以省产权交易所为依托组建的
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正式揭牌，作为省本级唯一的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肩负着国有产权交易、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土地和矿业权出让和
环境权益要素交易等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重

任。今年以来，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在获得从事
国务院国资委监管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业务
的基础上，再次取得从事财政部监管中央金融企
业国有产权交易业务的资质，是该集团不断提升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能力的重要成果，开启了立足
本土、服务中央金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业务的新
篇章。

随着服务国有资产交易的范围越来越广，服
务政府部门经济管理和资产处置的能力越来越
强，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将始终规范开展各类金
融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业务，确保交易公开、公平、
公正，持续拓展服务广度和深度，切实促进国有
金融资产有序流转和国有金融资本保值增值。

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

再获国字号产权交易机构资质

日前，宜春市袁州区竹亭镇上车村黄蜀葵种植基地，
村民正在采摘黄蜀葵“小黄花”。据了解，该镇大力引导
农户种植特色农产品，发展生态农业，带动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 黄 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