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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污染源建“档”给精准治污支招
我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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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纺织服装的生产国和贸易国，

在世界纺织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

我国纺织企业为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积极调整业务

结构及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加快“走出去”布局海外，纺

织行业已经迈入新的发展阶段。4月2日，中国纺织

品进出口商会专家及国内过百家知名纺织企业聚首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简称中国信保）在广州举办的

2018年纺织行业信用风险管理高层论坛，共享行业

资讯及成功经验，共商新时期海外发展之路。

风云变幻
行业内外承压

我国纺织行业经过多年发展，
已具备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但
近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
料价格大幅波动，国内环保整治
日趋严格，以至于我国纺织业发
展承压，部分订单转移至东南亚
低成本国家。据中国纺织品进出
口商会对全国出口前30家企业
的调查显示，被调查企业未来五
到十年将有10%-15%的订单规
模向海外转移，推算转移规模约
在26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商
会预测，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今后将
长期呈现小幅上下波动、国际市场
份额缓慢下降的常态。

另一方面，中国信保对全球
192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7000个
活跃买家历年来的承保大数据调
查显示，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贸
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
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纺织行业面
临的海外市场信用风险逐年呈上
升趋势；风险主体不再局限于欠
发达的新兴市场或者实力较弱的

中小买家，历史悠久的欧美大型
零售商、品牌商破产或拖欠货款
的案例也频频发生。

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总经理
瞿栋表示，纺织行业已经进入风
险高发期，他建议纺织企业必须
深度了解目标国别和市场，高度
重视风险防范及疏导，不断提高
海外利益的保障能力。另外，美
国政府在3月22日单方面发起对
中国部分产业的调查及特别征税
进程，虽然从公开信息看暂时还
未涉及纺织行业，但充分说明当
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思潮
风起云涌，对中国企业的出口以
及涉外工业投资带来更多的不确
定性影响，也对中国信保的风险
预警和风险管理工作提出了更大
的挑战。

乘风破局
攻坚海外市场

尽管面临重重考验，我国纺
织业在国际市场仍然有充分发展
空间：一是产业集群化程度高、生
产要素集中，具备转型升级条件；
二是智能制造、产业链整合和自

主品牌建设，将成为产业升级的
重要创新驱动力，有利于大幅提
升行业综合实力及竞争优势；三
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为纺织行
业出口开拓新的蓝海，有效降低
欧美市场竞争集中及贸易摩擦的
风险。

在行业改革实践中，不少优
秀的纺织企业在寻求专业化、差
异化、精益化的国际发展道路上
已有不少成功的先例。

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
限公司是省内有着60多年历史
的业界翘楚。出席本次论坛的凌
方才董事长介绍，公司近三年紧
扣发展自营大客户的战略目标，

着力打造“诚信、透明、协同”的纺
织服装供应链生态圈，为国际大
型客户的全球采购提供快捷安全
的解决方案，成为Target、GAP、
NKD、OTTO、ZARA 等知名买
家不可或缺的核心供应商。目
前，省纺的供应链网络已覆盖国
内多个省份和“一带一路”沿线多
个国家，经济效益逐年递增。

作为全球最大女鞋生产企业
之一的东莞华宝鞋业有限公司则
选择了“走出去”，在世界范围内
寻找机遇。董事长张华荣介绍，
该公司早于2011年就在埃塞俄
比亚投资建设了华坚国际轻工业
园，通过“埃塞俄比亚制造”，将一

双双女鞋销往全世界。在加强优
势产能合作、提升企业效益的同
时，也充分带动了埃塞俄比亚的制
造业收入和劳动就业，切实践行了

“一带一路”的“五通”精神。华坚
国际轻工业园2020年全面建成
后，埃塞俄比亚六成以上的鞋、服
装、手袋等产品将出自该园区。

近期，收购瑞士奢侈品牌
BALLY的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再次引发舆论关注。论坛
上，如意集团分享了集团实施国
际并购、实现由传统纺织制造企
业向国际知名时尚控股集团转型
升级的成功经验。据了解，意、
英、法、日这四大时尚之都的高端

品牌，如意集团已收购了三分之
一，包括法国SMCP旗下的San-
dro、Maje和Claudie，英国品牌
雅格狮丹，瑞士奢侈品牌BALLY
等。目前，在全球奢侈品百强榜
上，如意集团已悄然排名第 16
位。

携手信保
勇闯国际征程

在这些成功走向海外的纺织
企业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力
量，那就是中国信保所提供的保
障支持。中国信保是我国唯一
的政策性保险公司，作为服务于
开放型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
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保驾护航
作用。截至2017年末，中国信保
累计支持国内外贸易和投资规
模超过3.3万亿美元，为十余万
家企业提供了信用保险服务，累
计向企业支付赔款 108.4 亿美
元。同时，中国信保还累计带动
200多家银行为出口企业融资超
过2.9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信保客户服务部总经
理牛惠莲介绍，中国信保一直重
点支持纺织行业，2008-2017年
累计承保纺织出口超过3650亿
美元，服务纺织企业超过 1 万
家，行业渗透率逐年提升，近五
年间向纺织企业支付赔款达5.3
亿美元。

牛惠莲表示，在纺织行业新
时代的国际征程中，中国信保“有
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为纺织企
业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并将在推
动中国纺织企业转型升级、积极
参与国际竞争和产能合作、重塑
国际竞争新优势的过程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

本报记者 靳碧海
通讯员 徐 捷

中国织造 信保护航
——2018年中国信保纺织行业信用风险管理高层论坛在穗举行

论坛嘉宾分享纺织企业在中国信保帮助下成功走向海外的经验。 中国信保供图

本报讯 记者陈翩翩报道：
“福龙鱼”“禄龙鱼”“喜龙鱼”
“金龙鲳”，这一系列优质鱼品
频频亮相各大专业展会并受到
客商热捧，订单雪片般飞来。
这些深加工水产品均为强竞集
团旗下鱼乐富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名优出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业，珠
海鱼乐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日
前宣布正式投产。记者获悉，
鱼乐富每天加工水产品达20
吨，且至少有18吨深加工鱼品
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

拓展深加工业务
增加产品附加值

走进斗门区斗门镇小赤坎
村冲口环的鱼乐富公司水产车

间，映入眼帘的是全自动的水产
品加工输送带。工人们身着整体
的工装站立在规定的工位，完成
各自环节的加工工序。从鱼塘捕
捞上来的活鱼，在这里经过自动
称重挑拣机称重并分类，然后被
放血、开背去鳞、冰水浸泡、装盘，
最后送入超低温冷库急冻。鲜活
水产品短时间内经过此番加工，
有效保全了营养成分及鲜美口
感。

位于小赤坎村冲口环的鱼乐
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集体全
资子公司重点承担和拓展水产品
深加工业务。公司建有标准的水
产加工厂房、超低温冷库等，设施
设备齐全。车间负责人介绍，最
近阶段正是海鲈成鱼捕捞旺季，
工人们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完成
海鲈加工约20吨。此外，还加工
生产部分生鱼、红罗非等鱼品，满
足客户需求。

作为深加工企业，公司生产
线连轴运转，以加工更多的鱼品

供应国内市场。据悉，强竞系
列产品包括冰鲜类、鱼干类、盐
鲜类，品种有鲈鱼、美国红鱼及
百花鱼、生鱼等。

探索产业化运营
逐步完善产业链

强竞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是集资产管理、产业投资和
生产经营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发展至今旗下拥有五家全资子
公司及专业合作社。集团投资
3.5亿元在斗门区乾务镇建造
6000亩生态养殖基地，发展态
势良好，辐射带动750户养殖
户致富，实现白蕉海鲈年产量
10万吨。其中，强竞集团特种
鱼生态养殖规模全国第一，海
鲈销售量全国第一。

近年来，强竞集团围绕食
品安全和健康农业，在技术创
新中发展壮大。集团不断完善

“公司+基地+养殖户+深加
工+贸易+物流配送”全产业链

模式，利用种苗繁育、生态养
殖、物流配送、网络销售以及深
加工等多方面的影响力，发挥
示范作用，推进区域水产养殖
业健康发展。强竞农业先后获
得“中国水产风云榜年度渠道
转型先锋”“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金奖”“广东省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广东省渔业物流示范
企业”“2017年广东省名牌产
品”等荣誉。

集团还与瑞典斯堪尼亚中
国总部签署合作协议，三年投资
8亿元购置500台世界最先进
的“公路之王”，组建冷链物流车
队，打造国内最大、最专业、更低
碳的鲜活冷藏运输企业。

“落户白蕉现代农业示范
园的强竞产业园，计划三年内
投资10亿元，打造包括鲈鱼深
加工生产车间、研发中心、办公
楼及超低温冷库在内的强竞产
业园。”强竞农业董事长刘强如
此表示。

鱼乐富水产加工厂正式投产
日产水产品20吨供应各地市场

本报讯 记者宋一诺报道：
珠海排放的污染物主要有哪
些？都排到了哪里？治理情况
如何？近日，《珠海市第二次全
国污染源普查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经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方案》对
普查时点、对象、范围等作了详
细安排，将为摸清我市各项污
染源基本情况提供详实依据。

污染源普查是环境保护的

基础性工作。全国污染源普查每
10年开展1次。根据《方案》，我
市将开展的此次普查，旨在摸清
全市各类污染源基本信息，了解
污染源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掌
握区镇、街道、行业污染物产生、
排放和处理情况，突出以环境质
量为核心的理念，探索环境问题
突出的重点区域、环境质量与污
染源的相关性，建立健全全市污
染源档案、污染源基本单位名录

库、污染源基础信息数据库和
环境统计平台，为进一步加强
全市污染源监管、改善环境质
量、防控环境风险和环境经济
综合决策提供基本依据。

《方案》明确，本次普查标
准时点为2017年12月31日，
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资料。
普查对象为珠海市内有污染
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范
围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

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
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
排放污染物的设施。对于普
查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分
阶段组织实施前期准备、清查
建库、普查试点、全面普查、总
结发布等方面工作。其中，
2017年完成前期准备、启动清
查建库和普查试点，2018年完
成全面普查，2019年完成成果
总结与发布。

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什
么是税？我们能交税吗？”“哈哈，
我买玩具交的税原来是在建公园
建学校呀！”“企业交税和个人交税
有什么区别吗？”4月2日“进驻”市
图书馆阅览室外长廊的税收知识
主题巡展开展仅两天，参观人流量
就高达近7000人次，这种接地气
的税收展览取得了很好的税法宣
传效果。

据了解，本次税收知识主题
巡展由珠海市国税局、地税局联
合主办，在市图书馆二楼展出时
间为4月2日-4月21日，主要采
取展板展示、动漫展播、线上展览
等多种方式，在线上线下同步进
行，通过走进公共场所、走近市民
的流动展览方式，让税收知识在
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市民中普
及宣传。

日均参观超3000人次

珠海流动税收展览受市民欢迎

本报讯 记者刘晓峰报道：深入
全县最偏远和海拔超过2000米的
村，走访、慰问贫困户。近日，珠海
高新区主要领导带队赴对口帮扶的
怒江州福贡县开展扶贫协作工作。

记者4月3日从珠海高新区了
解到，3月28日至31日，区党委书
记闫昊波，区管委会副主任周火根
带队，分别前往最偏远的马吉乡古

当村和海拔超过2000米的上帕
镇双米底村，调研当地特色产业
发展情况，并深入农户家中，慰问
贫困户。3月29日晚，与福贡县
委书记李金儒及相关工作组召开
扶贫协作工作座谈会，研究下一
步扶贫协作相关工作，并举行
2018年高新区支持福贡县产业
帮扶资金交付仪式。

走访海拔超两千米偏远村
珠海高新区赴怒江州福贡县开展扶贫协作工作

本报讯 记者高松 戴丹梅报
道：为加强粤港两地青少年在保护
知识产权领域的交流，4月3日，粤
港两地中学生版权知识和版权保护
交流会在珠海西藏大厦召开。广东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陈春怀出
席活动。

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新闻出版广
电局主办，珠海市版权局承办，活动
按照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
组第十六次会议商定的粤港知识产
权合作计划举办，旨在提高粤港两地
青少年保护和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

交流会上，市版权局相关负责人
为大家介绍了珠海市知识产权年度
情况。2017年，全市专利申请量为

20737件，专利授权量为12544
件，同比增长35.07%。同时，全年
围绕打击侵权盗版开展“剑网行
动”“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等多次
联合整治行动，维护了我市版权市
场有序发展。目前，珠海拥有珠海
市版权服务中心和横琴国际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两个版权社会服务
组织机构，向社会提供全方位的
版权登记代理、版权培训、快速协
调维权、法律咨询等服务。此外，
市版权局每年都深入学校，开展
版权宣讲专题讲座，向青少年介
绍版权登记的意义，加深维权意
识，鼓励学生作品创新创优，并建
立了版权保护快速维权机制。

树立版权保护意识要从青少年抓起
粤港两地中学生版权保护交流会在我市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