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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迅速落实南昌市开展“彰显
省会担当，我们怎么干”解放思想
大讨论活动要求，近日，南昌小蓝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小蓝经
开区）针对该区38家2019年纳税超
千万元企业开展解放思想大走访
活动，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征
求企业对小蓝经开区财政局在服
务企业发展方面的意见建议，破解
疫情对企业发展带来的难题，实现
对企业的精准帮扶，助力企业复工
复产。

据了解，此次大走访活动与开
展“彰显省会担当，我们怎么干”解
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紧密结合，在走
访前期，小蓝经开区财政局制作了

企业情况调查情况表，内容涵盖企
业基本信息、近三年主要经济指
标、企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建议
等30余项内容，表格由企业提前填
报，再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座谈交
流，确保了走访调研精准高效。通
过走访，收集整理企业提出的各类
诉求及意见建议包含疫情期间扶
持政策兑现、土地需求、完善配套
设施等5大类、共计116条。针对企
业提出的问题，能够当面回复的，
一一现场解答，不能回复的做好答
疑解惑的同时将问题收集汇总进
行研究，力求让每家企业提出的每
一个问题都得到满意的答复。

（罗霁记者毕庆雯）

小蓝经开区开展2019年
纳税超千万元企业大走访活动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放管服”改革精神，加快转变政府
职能，强化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积
极构建权责匹配、简明实用的清单
模式，进一步明确权力、服务和相
对应的责任，巩固提升机构改革成
果,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政务服
务窗口“四个全面”有序有力有效
推进全省工信系统统一行政权力
清单编制工作。

一是迅速部署，全面落实工作
任务。采取从省级层面自上而下
推进的方式，层层压实责任，由省
工信厅牵头市、县（区）工信部门对
照国家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和
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监管事项
目录，编制工信系统全省统一的权
力清单，逐一明确各权力事项的行
使层级，确保同一权力事项在省、
市、县三级的事项名称、权力类型、
设定依据、事项编码统一，清单由
省工信厅统一调整，实现行政权力
全省“一张清单”。

二是统筹推进，全面做好事
项认领。按照“谁行使、谁认领”
的 原 则 ，各 部 门 根 据“ 三 定 ”规
定，认领按国家基本目录梳理的
权力清单事项。同时根据部门
原有权力事项，明确列出新增及
调整实施的事项和依据，结合法
律法规修订，机构改革涉及的机
构整合、职能调整等情况，对权
力清单的相关行政权力进行比
对 梳 理 ，厘 清 部 门 间 的 职 责 边
界，确保权力清单的准确性、严
谨性。

三是强化联动，全面加强事项
梳理。积极主动做好与事项承办
处室，市、县（区）工信部门沟通协
调工作，畅通动态调整渠道，确保
监管无空白。把梳理编制全省工
信系统统一权力清单工作与转变
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结合起来，按
照“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
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
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的规定，大
力精简权力事项，对依法应当取
消、下放、调整或合并的权力事项，
一律同步精简。

四是反复审核，全面确保清单
对接。会同法规处、人事处，组建
工作专班，由专人负责，定点定向
督导推进，对接省政务服务办权力
清单审核组，全力以赴做好工信系
统统一行政权力清单审核审查工
作。严格权力清单审核程序，对权
力清单动态调整意见、调整现状等
进行及时沟通解决。通过处室认
领提报-审核组审核-反馈审核意
见-处室修正-审核组复核等环节，
严防漏项、重项、错项，确保每一项
权力事项都合法规范、运行有效。

省工信厅联合市、县工信主管
部门已完成编制《全省工信系统统
一行政权力清单》（送审稿），囊括
工信系统统一行政权力共 93 主项
（124 项办理项）。目前，省工信厅
正全力配合省审改办权力清单审核
小组做好工信系统统一行政权力清
单审核审查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
权力清单编制工作。 (涂剑)

全省工信系统
推进统一行政权力清单编制工作

5月 21日，记者从南昌海关获
悉，去年南昌海关所属赣江新区海
关共监管跨境电商出区包裹近 3.8
万件，货值 1000 万元，今年前 4 个
月，监管出区包裹近 1.9 万件，日均
单量较去年增长近一倍，跨境电商
业务跑出“加速度”。

据了解，南昌综合保税区是我
省目前最早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目前，南昌综
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品类主要
集中在进口化妆品、母婴用品、保
健品等，商品发往广东、浙江、上海
等地。在跨境电商保税备货模式
下，电商企业可根据市场预测和消
费者需求，先从国外集中采购大量
商品，进境并存储在综保区内，再

进行网上零售，根据订单出区配送
到消费者手上。商品实行限额内
零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按法定应纳税额 70%征收，在通关
效率、商品质量、性价比方面占有
优势。

为应对疫情影响，南昌海关及
时出台了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十百
千万”计划，对跨境电商企业发展
推出专门扶持措施：“一企一策”制
定帮扶方案，帮助疏通跨境物流

“堵点”；设立“绿色通道”，提供“提
前申报”“容缺办理”“7×24 小时预
约通关”等服务举措，解决受疫情
影响难以现场办理业务的“难点”，
目前跨境电商业务发展上升趋势
明显。 （记者杨晓林）

江西跨境电商业务跑出“加速度”
日均单量较去年增长近一倍

工业设计扶贫就要一扶到
底。金昕告诉记者，洛客科技与江
西扶贫商城达成战略合作，洛客科
技设计的产品，可以优先进入扶贫
商城，为贫困地区的企业提供附加
服务。

据金昕介绍，江西扶贫商城有
诸多优势，第一是公务人员的“三
节”福利消费在商城采购，第二是
扶贫商城在线下布置了近万个无
人售货终端，放置在高校、景区等

地点售货。第三是通过网络“旅游
扶贫”，开展近百场移动扶贫展推
广扶贫产品。

据了解，扶贫商城产品数据可
追溯，是江西省目前唯一一个大数
据进入国家扶贫大数据监控的平
台。扶贫商城免入场费，使用扶贫
商城标志的商店必须卖扶贫商城
的产品，进入扶贫商城的产品可以
享受政策优惠。

据管理运营工业设计创新券

平台的江西省包装工业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江西省工业
设计创新券服务平台已入驻 22家
设计机构，有效为供需双方牵线搭
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鼓励工
业企业委托专业机构设计产品包
装、产品外观和产品结构等。三年
来，累计为数百家企业兑付了创新
券。在大大提升了企业产品工业
设计理念的同时，做大了江西工业
设计的市场份额。

联合扶贫商城提供附加服务

工业设计扶贫“雪中送炭”
助力江西企业转型升级

金昕告诉记者，近期签约的一
个项目来自九江市修水县制造类
企业——江西祈福工艺品公司。
该企业原来在浙江义乌，全球60%
的现代珐琅旅游工艺品产自这家
企业。企业老板作为返乡创业的
企业家，来到本地创业园落户。

近来，受国外疫情影响，该企
业的国外市场受到了一定的冲
击。怎么办？企业老板主动找到
洛客科技金昕，他告诉金昕，企业
生产的彩蛋、骆驼等旅游纪念品
90%出口海外，有海量SKU（SKU=
Stock Keeping Unit 库存量单位),

生产的旅游工艺品有几万个单品，
企业开发设计新产品的需求非常
大。但旅游工艺品企业不同于产
品单一的普通制造业企业，产品单
品成千上万，如果一个新品设计费
过高，几百个单品意味着设计费将
达数百万元。

该企业在当时的贫困县修水
的返乡创业园落户带动了就业，如
果企业停工停产，在企业上班的村
民将面临失业，脱贫也将受到影
响。工业设计创新券扶贫政策的
及时出台，帮助企业解决了与设计
公司合作的难题。洛客科技让利

为该企业设计首饰盒工艺品等内
销产品，同时将国外旅游产品开发
的思路与国内本土文化相结合，双
方一拍即合，签订了设计合同，企
业仅需支付 10%，政府补贴 50%，
剩余的金额由洛客科技让利。

金昕表示，40%的让利对设计
公司的压力也不小，但是在疫情期
间，设计公司给贫困地区企业让利
心甘情愿。

西方不亮，东方亮。洛客科技
为该企业开发了几十款旅游产品，
支持了企业开发国内市场，拓展了
新的发展前景。

设计扶贫助力返乡企业转型发展

“贫困地区的企业设计产品包装、外观，仅承担设计费的10%”。
今年3月份，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再次下发“关于开展工业设计创新券政策

推广暨设计扶贫工作的通知”，提出在《江西省工业设计创新券管理实施细则》中平
台补贴项目金额50%的基础上，鼓励设计机构开展设计费用让利。对这条并非强制
性的政策，江西工业设计创新券平台的设计公司积极响应，为贫困地区工业企业“雪
中送炭”。近日，江西工业设计创新券平台“首席设计机构”洛客科技江西负责人金
昕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讲起工业设计创新券政策扶贫的故事如数家珍。

□本报记者丁立明

扶贫纾困，千方百计。2019
年，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设
计公司给贫困县企业进一步让利，
洛客科技响应号召前往会昌、于都
和遂川三个县的贫困地区，深入当
地的特色产业，利用产业扶贫政
策，帮助企业设计产品包装，提升
竞争力，让很多企业尝到甜头，设
计扶贫因此出现了正向的连带效
应。到目前为止，洛客科技仅在遂
川签约的合同金额就高达 600 多
万元。2019 年年底至今半年多时
间，签约金额已过 380 多万元，客
户当中有“返单”的，有老客户带新

客户的，增量喜人。
金昕告诉记者，工业设计扶贫

95%是包装类的，产品类型包括茶
叶、酒类、大米等食品加工类产品。

中药饮片、狗牯脑茶、金桔酱、
大米、遂川板鸭.....在洛客科技设计
师的电脑里存储了数百个设计案
例。金昕如数家珍，介绍一个个设
计作品的历来，如何提炼亮点卖点，
如何深挖文化底蕴。就这样，乡土
气息浓厚的土特产因为设计的创意
增加了时尚元素，产品更好卖了。

因为精美的包装设计，井冈老
仙酒出了一款与知名酒企合作的

联名款；洛客采用比较新潮的手法
给遂川板鸭、遂川腊肉制品设计了
年轻化电商版包装，这套设计包装
的产品在线销售业绩很好，实现了
量产，这家企业还“返单”，将其他
的产品交给洛客科技做包装设计。
洛客科技作为来自北京的工业设
计机构，2017 年入驻江西工业设
计创新券服务平台，最早在江西推
广普及工业设计的理念。金昕介
绍说，经过三年的实践，工业设计
的供需双方开始良性互动，客户积
累逐年增加，工业设计机构在产业
扶贫领域大有作为。

设计扶贫出现正向连带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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