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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一度

在经历了“黄金十年”后，进入深度调整期——

我国农机行业如何走出困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慧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目前，我国农业装备科技创新已经从改造仿制，进入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协同创新阶段。但是，仍

然存在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等“短板”。对此，专家表示，只有通过融合协同创新，加快补齐技术“短板”，才

能驱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高效发展，推动我国从农机生产大国向农机强国转型。

本版编辑 李 瞳 孟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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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推动我国农机产业转型升级的
关键所在。2014年以来，我国农机行业在
经历了“黄金十年”后，进入深度调整期，
既有部分企业在残酷的产业竞争中被淘
汰,也有不少企业通过坚持不懈的创新从
困境中突围。众多业内专家均表示，目前
我国农机行业已进入融合协同创新的新
阶段，要通过协同创新推动创新资源向农
机产业集聚，共同探索农机行业科技成果
转化服务新模式，开创农机行业创新新格
局，推动我国从农机生产大国向农机强国
转型。

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位于吉林省西南部的梨树县，地处东北
松辽平原腹地，不仅是典型的农业大县、全
国重点商品生产基地，还是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和国家绿色畜牧业发展示范县。11月
15日，该县加入了“100+N”开放协同创新
体系，成为我国农机协同创新的试验场。近
年来，梨树县全力推进农业全程机械化建
设，全县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93.6%。
但是，梨树县农业现代化建设仍存在农机装
备结构不合理、农机农艺结合融合不够等
问题。

吉林省梨树县副县长李乐新表示，希望
以加入“100+N”开放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为
契机，引进更多政策、科技、智力支持，推动
农机农业深度融合，增加农机有效供给，为
当地农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

没有农业机械化，就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梨树县的发展是我国农业机械化建设的
一个缩影。当前，我国农业装备科技创新已
经从改造仿制、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进入
到以自主创新为核心能力的协同创新阶段，
形成了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并联发展的
新格局。2019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超过7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粮
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均已超过80%，
农机装备的快速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机化和农机产
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存在产品
有效供给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质
量水平有待提升等“短板”，薄弱环节、薄弱
区域、薄弱作物农机化水平较低，信息化引
领的农机和农艺融合不够。“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需要进一步增加农机创新能力，
从而更好地支撑乡村振兴，支撑农业农村现
代化和决胜全面小康建设。”中国工程院院
士罗锡文说。

据了解，一批农机企业正通过科技创新
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品结构，已
经在采棉机、甘蔗收割机、花生收获机、残膜
回收机、辣椒收获机等薄弱环节研发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对此，专家表示，只有通过科
技创新，加快补齐装备技术“短板”，才能驱
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高效发展。下一步，要以
农机农艺结合、良种良法配套、增产增效并
重、生产生态协调为主线，统筹短板机具、高
端装备、技术集成、配套推广，全力推进农机
化科技创新。

凝聚行业创新资源

关键核心技术是所有制造行业的战略
制高点。目前，我国农机领域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仍需进一步突破。同
时，产业利润率低，创新动力不足，高性能材
料、核心基础零部件依赖进口等问题依然突
出。对此，中国农机院副院长方宪法表示，
我国农机产业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尚不完善，
技术创新服务资源分散，各类技术创新服务
机构能力不足、服务模式陈旧，无法对产业
技术创新提供有效服务。因此，要通过协同
创新体系建设凝聚农机行业创新资源，从而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从0到1”的突破。

据介绍，科技部农村中心2019年开始
着力构建“100+N”开放协同创新体系，遴选
10个高校、10个科研院所、10个农业创新型
企业、10个农业科技园区、10个创新型县
（市）、10个创新型乡镇、10个科技示范村、
10个法人科技特派员单位、10个星创天地、
10个新型研发机构等作为100个纵向联系
点，并联系若干国家级智库、金融机构等形
成N个横向联系点，构成了一个纵横交织、
有机联系、开放协同的创新网络。

专家表示，构建“100+N”开放协同创新
体系，不仅能够有效破解产学研用对接难、

项目基地平台融合难、协同创新跨界难、社
会创新资本进入难等难题，还能加快探索科
技有效供给、成果转化服务、人才进乡入村
等农业科技创新发展新模式。

方宪法认为，“100+N”开放协同创新体
系能够更好地对创新资源进行凝聚和整合，
并构建起开放、协同、高效的技术研发平台，
从而推进行业前沿和共性关键技术、先进制
造基础工艺等方面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助
力形成农机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并跑，
以及部分领域领跑的局面。

“协同创新方式已成为产业技术创新的
主要发展趋势和战略选择。”青岛农业大学
机电工程学院院长尚书旗表示，目前在重大
产业技术领域，国际竞争已不是个别企业之
间的竞争，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

尚书旗认为，下一步应充分发挥高校、
科研院所、骨干企业的人才和学科优势，集
聚人才、资本、信息、技术、设备等资源要素，
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进资源合理配置与
成果共享，实现跨领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农机装备创新研究
的重大突破。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也是农机科技创新

需要突破的一个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已成
为世界农业装备制造和使用大国，能够研发
生产4000多种农业装备产品。但是，在信
息化、智能化技术及产品研究方面，大多还
处于实验室阶段，产业化应用明显落后于主
要发达国家。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进入市场
的速度。

广东是大湾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核
心腹地，是形成全面开放创新格局的前沿阵
地。广东现代农业装备研究所所长张汉月
表示，得益于与中国农机院等行业单位的协
同创新，该所在华南地区特色农业装备的研
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取得较好成绩，已初
步成长为区域特色农机创新与服务中心。
今年，该所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收入超过4
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实践证明，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复杂
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很多环节，如创新源头
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成果价值发现、成果
与市场的匹配等。如何打通这些环节，提
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中国技术交易所副
总经理高静表示，只有加快推进协同创新
体系建设，才能为高校、院所、企业、园区，
以及新型研发机构提供最优质的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服务，更好地服务农机产业的创
新发展。

近日，我国首次发行负利
率主权债券，吸引了国际投资
者密切关注。据财政部消息，
11月 18日，财政部顺利发行
4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
年期7.5亿欧元，发行收益率
为-0.152%；10年期 20亿欧
元，发行收益率为0.318%；15
年期12.5亿欧元，发行收益率
为0.664%。

财政部表示，此次发债是
2019年重启欧元主权债券发
行后连续第二年发行，取得了
截至目前我国境外主权债券发
行的最低收益率。其中5年期
采用溢价发行，票息0%，首次
实现负利率发行。从簿记情况
看，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订单
规模达到发行量的4.5倍，投
资者群体丰富，涵盖央行、主权
基金、超主权类及养老金、资管
和银行等。

为什么在负利率情况下，
投资者还会进行抢购？“市场接
受以负利率发行的中国主权债
券，显示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
权信用抱有很高信心。”东方金
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此次认购中国主权债券的投资
者中有72%来自欧洲、中东和
非洲，认购倍数达到4.5倍，意
味着近期国内国债收益率走高
并未影响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
权债券的需求。除稀缺性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复
苏明显好于全球整体水平，是
当前国际投资者考虑的主要
因素。

王青表示，市场接受以欧
元计价的中国负利率主权债
券，表明投资者预期欧元利率
还有进一步下行空间——这
些投资者可以更低的收益率
（即更高的债券价格）卖出负
利率债券，从而获取正收益。
此外，首次负利率主权债券发
行，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债将全
面进入负利率时代。以不同币种发行，是决定发行利率（收
益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背后是投资者对不同货币利率长期
走势的判断，而这又基于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潜力、货币
政策取向。

对于我国负利率主权债券受到追捧的原因，光大银行金
融市场部分析师周茂华认为，一方面是海外投资者渴求人民
币资产。此次财政部在海外发行主权债券被抢购，发行利率
降至负利率，主要反映了海外投资者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
求旺盛。由于我国成功遏制疫情蔓延，并在短时间内高效推
动生产、生活恢复常态，我国防疫与经济复苏前景持续向好，
海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资产前景。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资产估
值优势。欧央行实行负利率政策，欧元区16个成员国中有
14个 5年期国债收益率为负，如德国（-0.757%）、葡萄牙
（-0.433%）等。此次财政部发行 5 年期欧元债收益
率-0.152%，高出基准不少，定价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另外，人民币资产与海外多数资产的相关性低，这也有
助于海外投资者多元化资产组合，有效分散风险。”周茂华说，
由于欧美疫情失控，市场对欧美主要央行进一步加码宽松预
期升温，势必引发投资者对未来欧美负利率资产进一步扩围
预期升温，负收益率随之深化。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目前欧元区的存款基
准利率已经是负值，欧洲多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也在负利率区
间。这次我国财政部发行的5年期欧元主权债发行收益率虽
然为-0.152%，但是与其他欧元区主权债收益率相比还是较高
的，而且市场预期欧元区基准利率还有可能继续下降，那么债
券价格就会上升，这对投资者而言，即便不持有到期，通过二级
市场卖出也可以获利。在此背景下，国际投资者抢购中国主权
债券，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主权债券信用评级高，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

在温彬看来，财政部顺利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有利
于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完善欧元主权债券收益率
曲线具有积极意义。

在江西省南昌县蒋巷镇大田农社智慧农场，无人收割机在现场演示水稻收割。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浅水半岛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93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9月2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欣然二街92、94
号1层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0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大丰社区
支行
机构编码：B0013S251010022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73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09月22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大天路 937、
939号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03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厂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1010047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97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4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业路231号、
233号、235号、237号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1010019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96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0月30日
住所：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二段17号@
世界数码广场一层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8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101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716695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04月2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一环路东三段
60号附2号、附10号-15号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8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淮洲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81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3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8月27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淮口镇锦淮商业街1号
3栋1层1号、19号3栋1层19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61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十里大道一段
309、311、313号、339号6栋附201-2-6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堂滨江路
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148
许可证流水号：00716555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金堂县赵镇滨江路一段31、33
号、31附101号、31附102号
发证日期：2020年08月12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
查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其所持有的深圳市荣中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
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上述债权总金额为1658.24万元，涉及本金为1520.00万元，利息138.24万元（债权金额的截止计算日为2020年11月26日），资产位于
广东省深圳市。债权资产详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总计

债权名称

深 圳 市 荣 中
荣 实 业 发 展
有限公司

所在地

深圳市

本金

1,520.00

1,520.00

利息

138.24

138.24

担保情况

保证人

深圳市幸福万年文化传媒投资
有限公司、陈汉荣、谢惠淑、深
圳市信汇联业投资有限公司、
陈旭彬

抵质押人

谢惠双

抵质押物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世
纪村 16 栋 19A 房产，
面积362.94平方米

实际经营状
态

存续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债权实际金额以生效法律文书或相关债权文件约定标准计算为
准。

本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的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闫经理 联系电话：0755-82215696 邮件地址：yanyibo@coamc.com.cn
通信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座18楼 邮编：518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318989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深圳市荣中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