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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积极接种疫苗；科学佩戴口罩；注意手部卫生；经常开窗通风；保持社交距离；尽量避免聚集；使用公筷公勺；注意文
明礼仪；主动配合防疫。 （随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转作风 保安全 促发展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莹、通
讯员元永平）记者近日从随州海关获
悉，前三季度，我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势
头良好，以食用菌、茶叶、中药材为代
表的特色农产品出口总值逆势上扬，
高达 6.42 亿美元，同比上涨 7%，占全
省总量 1/3以上，稳居全省第一。

据了解，前三季度，我市食用菌精
深加工企业数量持续扩增，龙头企业
带动示范作用更加显现，继品源（随
州）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湖北裕国

菇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北原木童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之后，湖北鹏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麒宝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 15 家
公司先后开拓了食用菌精深加工出口市
场，并取得了较好的出口业绩。茶叶和中
药材出口注入新活力，具备资质的出口企
业数量进一步扩增，企业质量管理能力持
续提升，出口日趋规范化、规模化。

随州海关自挂牌并正式全面开办业
务以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出口食
品企业备案速度，由原来的 5 天压缩到当

天办结。促进农产品企业质量管理能
力持续提升，帮扶品源（随州）现代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 AEO 认证，实
现我市认证“零的突破”。进一步优化
申报、审单和检验流程，精简出口申
报时所需提交的电子化资料。陆续引
导 25 家企业报关回流，推动“通关
一体化”“两步申报”“提前申报”等多
种通关模式，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
通关便利化更加显现，成为随州农产
品出口稳步增长的强劲助力。

前三季度我市农产品出口总值全省第一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10 月
29 日，市长克克与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百千、广微控股有
限公司董事长陈炫霖座谈，就加快推进
产业基金的设立工作进行深入交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甘国栋，副市
长韩锐，市政府秘书长徐光喜等参加座
谈。

今年 7月，我市与招商资本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拟设立总规模 10 亿元的产业
基金，助推随州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

会上，我市与招商资本、广微控股就基金
的设立、架构、投资方向等进行了磋商。

克克对杨百千、陈炫霖一行来随考
察表示欢迎。他说，当前，随州正深度融
入全省区域发展布局，立足产业基础、区
位优势、资源禀赋等，着力建设全国具有
引领力的专汽之都、具有影响力的现代
农港、具有吸引力的谒祖圣地、具有竞争
力的风机名城，打造全省特色增长极。
产业基金的设立，将为随州产业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更好地推动随州产

业转型升级。希望招商资本充分发挥行
业、市场、资金和团队优势，推动基金早
日落地见效，加大基金募资力度，努力做
大基金规模，帮助随州引入更多的项目
和战略合作者；希望广微控股与随州开
展多元化、全方位的投融资合作，将更多
优质资源引流随州。希望招商资本和广
微控股持续关注随州、投资随州、深耕随
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
展合作，助推随州高质量发展。随州将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当好服务企业“有呼

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全力为企
业在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杨百千、陈炫霖表示，将加快推进产
业基金设立工作，加大在随投资力度，并
通过产业基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带动
更多资源集聚随州，为随州提升产业竞
争力贡献力量。

在随期间，杨百千、陈炫霖一行还到
江南专汽、江威智能、利康药业、品源现
代农业等企业考察，了解随州产业发展
情况。

克克与招商资本广微控股一行座谈

推动产业基金早日落地见效

近日，湖北毅兴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人们有条不紊、熟
练操作设备赶制各种高档数控机床零部
件和 5G通信滤波器。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促进企业
科技创新的有效推手。近年来，国家不断
加码研发税收优惠，毅兴智能创新研发也
跑出了‘加速度’，成功突破了外商在高端

数控机床领域的一些‘卡脖子’难题，做出
了国产好机床。”谈起加计扣除政策作
用，毅兴智能财务总监戴传顺赞不绝口。
他指着公司研发的高科技产品，滔滔不绝
地介绍道：“看，这是我们自主研发、创新
生产的数控刀塔式车床和数控走心机，在
关键技术指标上对标国际领先品牌，成功
实现了进口替代，大幅拉低了同类进口设

备价格。那是我们研发的 5G 通信滤波
器，竞标获得了华为、中兴等知名企业的
大额订单，今年的生产订单已达 10.7万台
……”今年前三季度，毅兴智能实现销售
收入 7682万元，同比增长 24%。

湖北毅兴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于通讯设备、精密金属零部件和
精密数控机床产业链应用研发、生产、销
售与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旗下有 7家全
资子公司及孙公司，在湖北、广东、安徽等
多地拥有研发中心、生产基地，是工业和
信息化部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戴传顺介绍，作为高新技术企

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影
响很大。以前加计扣除税收优惠只能在
次年汇算清缴时享受，平时预缴时不能享
受。2021 年，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迎来
重大税费利好：不仅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由 75%提高至 100%，而且可以在当年
10 月提前享受优惠，企业将有更多流动
资金投入到研发项目中。

“刚才在税务干部的耐心辅导下，我
们弄清了相关政策规定，正确归集了前三
季度的研发费用，在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
时，将 1003 万元研发费用进行了加计扣
除申报。” （下转第二版）

随州日报通讯员 黄练 裴环

位于随州高新技术产业园
区的易安达（湖北）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
部核准备案的公告内专用汽车
制造企业，是一家集“动力电
池、驱动电机、整车电控、智能
充电、整车制造”为一体的研发
制造实体企业。产品覆盖纯电
动乘用车、商用车、低速车、摩
托车等全系列车型。目前该公
司专注于正向纯电动 SUV 产
品的开发，将在未来 3 年完成
五款产品上市。

图为易安达新锐纯电微型
轿车总装生产线一角。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李文

军摄）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

诗、通讯员申健强、钱亨）10月 29
日，我市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推
进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和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

据悉，2019 年以来，我市着
力推进市场主体培育，规上工业
企业总量规模稳步上升，2019、
2020 两年分别实现规上工业企
业净增 22 家、10 家，规上工业企
业 数 量 在 2020 年 底 达 到 700
家。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培育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
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 家，全省支柱产业细分领域隐
形冠军企业 41家。

会议提出，要精准发力、全
力以赴做好规上企业申报入库

工作，确保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
量平稳增长。要查清存量保增
量，全面摸清辖区内企业的生产
经营情况，对达到入库标准的企
业，积极上门服务，点对点督导，
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在申报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要扶持危困保总
量，进一步优化涉企服务，落实
惠企政策，在企业困难时候帮一
把、扶一把，帮助企业顶住压力、
渡过难关 ；要加大二次招商力
度，重组盘活一批退规企业。要
建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
育库，制定相应培育计划，重点
从隐形冠军、高新技术企业等条
件成熟的企业中筛选一批优质
企业，对标国家、省申报通知要
求，抓好重点培育。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王聪

莹、通讯员郭海洲）经过 1个月紧
张、激烈、公正的竞赛，10 月 28
日，2021 年随州市“体彩杯”齐星
健身天天乐暨湖北省首届社区
运动会（随州站）在齐星健身村
圆满收官。

此 次 比 赛 由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文化和旅游局、省体育彩票
管理中心随州分中心主办，市
相关单项体育协会承办，齐星
湖健身村有限公司协办。旨在
引导全市人民树立“体育就是
生 活 ， 健 身 就 是 健 康 ” 的 理
念，培养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

来自 24 个社区的 3104 名运
动员参加比赛，挥洒汗水，享受
运动带来的乐趣。趣味运动会、

成人篮球、少儿篮球、网球、体育
舞蹈、太极拳等近百场比赛在齐
星健身村举办。此次社区运动
会比赛项目覆盖面广，全民参与
并乐在其中，展现了我市市民拼
搏奋进、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
体育精神，充分展示了全民健身
活动的丰硕成果。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本次比赛传统体育类和展演类
项目中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晋
级省总决赛，各项目前八名获得
比赛证书和奖品，还评选出“优
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

“突出贡献奖”若干。希望通过
此次社区运动会，引导和传播科
学健身方式，以竞技和娱乐相结
合，为建设“汉襄肱骨、神韵随
州”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我市推进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

我市首届社区运动会
圆满收官

研发税惠“加码”毅兴创新“加速”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10 月 28
日，市委书记钱远坤与省博物馆、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常务副馆（所）长万全
文，武汉音乐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李幼平
等曾随文化研究专家座谈，围绕曾随文化
与楚文化的关系、曾随文化的深入挖掘与
价值转化、随州文旅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
交流探讨。

座谈中，万全文、李幼平结合各自研究
领域，对随州深入研究好、挖掘好、转化好
曾随文化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他们
表示，曾随文化与楚文化交流密切、深度融
合，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曾随文化中，曾侯乙编钟兼具影响
力、传播力、创造性、时代性，要深入挖掘其
中蕴含的礼乐文明、礼乐制度、礼乐文化，
展示其诞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区位等背
景，打造经典的编钟乐舞演出等文化产品，
形成随州文旅产业引爆点。将继续深入做
好研究、打造优秀产品、创新传播手段，不
断提升曾随文化影响力，助力随州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

钱远坤表示，当前，随州加快建设全国
具有吸引力的谒祖圣地，将发展文旅产业
作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迫切需要深入挖掘独特文化资源，找准
文旅产业引爆点。曾随文化是随州历史文
化的重要名片，我们要围绕“曾随文化扬出
去、广大游客引进来”的目标，不断增强价
值发现、价值转化、价值提升的能力；运用市场手段打造系列经典文化
产品，形成独一无二的文旅符号，让游客“一想到青铜编钟，就想到名城
随州”，切实推动文化名片转化为发展名片。希望两位专家继续发挥专
业优势，与随州一同讲好曾随文化故事，不断提升随州旅游的知名度、
美誉度，助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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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张琴）10月 29日上
午，随州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品源

（随州）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签署增资扩股协
议。随州高新投向品源现代注资近亿元增资
扩股，撬动社会资本投资，助力龙头企业加快
做大做强，推动随州香菇产业高质量发展。

市委书记钱远坤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副市长李国寿见证签约。副市长韩锐主持签
约仪式。

钱远坤指出，建设“现代农港”，提升农业

产业化水平，离不开龙头企业的带
动。要多措并举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
强，“一企一策”提供精准服务，增强
龙头企业金融功能、市场功能、创新功
能；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快配套
标准化种养基地建设，延伸农业产业化
价值链；要着力延链补链强链，加快促进
产业链上下游、产供销、大中小企业协同
发展，打造优势农业产业集群。

会上，随州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

介绍了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情
况，品源现代负责同志介绍了增资扩股情
况。据悉，今年 1-9月，品源现代实现产值
过 13 亿元，同比增长 85%，其中出口创汇
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80%，各项经济指标
实现大幅增长。随州高新投向品源现代增
资扩股，为企业裂变发展提供有力资金支
持，助推企业实现五年产值百亿和主板上
市目标。今年来，随州高新区围绕壮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充分发挥政府平台资

本优势，推动产业与资本融合、加工企业
与种植企业联合，协调促进康华农业与品
源现代、黄鹤楼酒业等企业达成合作意
向，加速加工企业主料生产本地化；持续
推进万亩特色农业产业化基地建设，着力
打造农业龙头企业的原材料标准化生产
基地、农业产业化旅游基地、资源与资本
融合发展的示范基地。

市直相关部门、部分商业银行主要负
责同志等参加签约仪式。

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随州高新投增资扩股品源现代农业签约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