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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报是中共瑞金市委机关
报袁 为我市唯一全国公开发行的正
式出版物袁 是本地最具权威和公信
力的平面媒体袁承接各种证件挂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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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日前袁由中
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尧梅森智库联合举
办 2017首届中国新能源产业投资峰
会暨中国新能源最具投资潜力百强
县(市尧区尧旗)评选活动全面启动袁我
市凭借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尧良好的
招商环境尧强力的政策扶持和新能源
产业建设的卓著成绩入选野中国新能
源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市冶遥 近年来袁我
市大力发展新能源尧新材料等新兴产
业袁转变增长方式袁增强创新能力袁把
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转型升级的战略
选择和主攻方向袁稳步推进生态文明
城市建设遥

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遥 我市积极
贯彻落实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曳及省市文件精神袁预计到 2020年
我市将购进纯电动客车 11辆袁 插电
式混合动力客车 21辆袁 环卫专用车
39辆袁售货专用车 13辆袁物流快递车
130辆袁公务车 16辆袁个人乘用车 340

辆遥 对在赣州市辖区内购买尧注册登
记并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单位和个人袁
以及验收合格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袁
市县配套资金参照省财政补助资金
标准按照 1:1给予配套补助袁 配套资
金由政府财政承担 50%遥 对列入财政
部尧国家税务总局尧工业和信息化部
叶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车辆减免车船
税的车型目录曳的新能源汽车袁免征
车船税遥

发展光伏发电扶贫惠民遥 光伏
发电项目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袁 已在
我国全面推广袁 同时国务院扶贫办
公室袁 也将光伏产业作为一项重要
的扶贫方式纳入了工作议程袁 在贫
困地区积极推广光伏扶贫工程袁是
一条集产业扶贫尧 生态发展扶贫和
清洁能源建设扶贫于一体的新路
子遥目前袁我市光伏发电项目遍地开
花袁其中在建的光伏地面电站 3 个遥
除光伏地面电站外袁 我市计划在每
个贫困村建设一个 100 千瓦以上的

光伏发电站袁 通过积极宣传光伏扶
贫尧野扶贫信贷通冶等政策袁鼓励贫困
户尧 贫困村建设分散式光伏电站或
村集体光伏电站遥 项目全部建成投
产后袁 将成为我市能源结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遥

生物质能变废为宝遥 我市及周
边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袁林业加工企
业较多袁农业废弃物丰富袁约 80 万
吨遥 为充分利用农林废弃资源袁切
实有效减少农林废物露天焚烧等带
来的环境污染遥 我市通过招商引资
引进凯迪瑞金 1伊30MW 生物质发
电项目袁总投资 34308 万元遥该项目
采用 1伊120t/h 高温超高压循环流
化床锅炉及 1伊30MW 高温超高压
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遥 燃料采用当
地农作物废弃物稻壳尧秸秆及林业
废弃物等遥可实现年发电 2.25 亿千
瓦时袁年供电 1.98 亿千瓦时袁年销
售收入 1.44 亿元袁 节约标煤 8 万
吨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9月 2日袁
金都大道和园小区门口上演惊心而
又温馨一幕院 一男子骑电动车侧翻袁
不慎将头卡进隔离栏杆遥 一位消防警
官恰逢路过袁立即下车指挥路过市民
一起袁把该男子救出袁及时送到医院
救治遥 险情解除袁现场群众惊奇发现袁
指挥救人的消防警官袁竟然又是前不
久救治车祸女子的市消防大队参谋
张勇遥 目送衣衫湿透的这位人民子弟
兵离开袁所有人肃然起敬遥

带着人们的好奇袁 记者了解到袁
2002年入伍的张勇袁2008年保送入军
校袁2011 年分配回赣州袁2016年加入
红都消防队伍遥 入伍 15年来袁张勇始
终保持一名军人的作风与担当袁时刻
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袁千百次出色
完成了防火灭火尧 抢险救灾任务袁在
平凡的非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人
生遥 因工作业绩突出袁他曾先后被公

安部授予野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冶称号尧
荣记一等功一次遥 2016年 1月袁张勇
来到瑞金消防大队后袁协助领导组建
了野巴叁定主突击队冶野抢险救援攻坚
队冶野为民服务先锋队冶野苏区精神宣
讲队冶野消防知识宣传队冶等 5支先锋
队伍遥

前不久袁张勇外出消防监督检查
归队时袁路过金都大道与八一北路交
叉口袁 发现路中间一群人聚在一起袁
导致交通拥堵遥 他凑近一看袁一名女
子躺在地上袁满脸是血袁一动不动遥 他
赶紧问周边的人怎么回事袁得知原来
刚刚发生了车祸袁有 3人从摩托车上
摔下袁 该女子的丈夫和孙女伤势稍
轻袁但该女子伤势较重尧没有知觉遥 张
勇一边让随同检查的消防文员吴志
峰拨打 120和 122报警袁一边上前查
看遥 当发现该女子尚有气息袁身体渐
渐有了反应后袁他小心翼翼地扶起躺

地女子袁并用衣服给她头部做简单包
扎袁 但该女子头部仍在不停流血袁很
快染红了外衣遥 为了不耽误抢救时
间袁 张勇把女子抱上消防执法车袁直
接送往医院救治遥 当伤者送进急救室
后袁张勇默默离开了医院遥 由于抢救
及时袁该女子很快脱离生命危险遥 一
时间袁 张勇救人的视频刷爆了朋友
圈袁人们记下了这位皮肤黝黑尧身着
军装的野红都卫士冶遥

记者还了解到袁近年来袁张勇和
其他官兵们并肩作战袁先后成功处置
火灾和事故 534次袁为民服务先锋队
为群众做好事 2360余件袁捐款捐物 5
万余元袁 无偿献血 1 万余毫升袁为
2400余人开展 318次红色精神宣讲袁
深入单位尧社区尧企业尧乡镇和学校开
展消防知识宣传 86次遥 一件件尧一桩
桩为民办的实事好事袁绘就了一幅幅
动人画卷遥

2017年夏秋季征兵定兵会议召开

集体审定
254名入伍新兵

本报讯 渊记者朱燕冤9月 4日袁我市召开
2017年夏秋季征兵定兵会议袁 集体审定 254
名新兵名单及其去向袁 并就下阶段征兵工作
进行部署遥市人武部部长尧市征兵领导小组副
组长李泽民袁市政府副市长尧市征兵领导小组
副组长钟铮等参加会议遥

会议明确了今年定兵的基本原则袁 介绍
了征兵体检尧政治考核尧纪检等情况遥 市征兵
办按照军种顺序宣读了预定兵员名单袁 并逐
一听取了体检组尧政治考核组尧纪检组以及成
员单位的意见遥通过会议集体表决袁确定了今
年应征入伍的 254名新兵袁 其中大学生比例
不少于 60%袁圆满完成任务遥

定兵结束后袁 征兵工作将转入起运和输
送阶段袁 入伍新兵计划于 9月 12日起运袁14
日运送完毕遥会议要求袁要加强兵员交接前的
管理袁各乡镇对确定的兵员要及时张榜公布袁
指定专人负责确定兵员的管理袁 明确有关注
意事项袁确保所定兵员在交接前不出问题曰要
周密组织好新兵输送和欢送袁 组织新兵运输
安全和必要的军事常识教育袁 积极做好协调
工作袁完善好安全措施袁确保运输安全袁细致
地做好欢送计划袁 组织好新兵的统一集中欢
送曰要严格落实廉洁征兵袁把廉洁征兵作为一
项很重要的政治纪律抓紧抓好袁 凡是有举报
的袁必须一查到底袁决不姑息迁就袁确保安全尧
圆满地完成今年征兵任务遥

市征兵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尧 市廉洁监督
员尧接兵部队代表参加会议遥

我市入选野中国新能源最具投资潜力百强市冶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再传捷报

市消防大队参谋张勇又救下一人

危难时刻总见他的身影

连日来袁 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民警深入各中小学校开展新学年交通安全宣传教育遥
民警通过示范交通指挥手势袁识别交通标志袁讲解一般交通安全常识和案例等形式袁提醒学
生们摒弃交通陋习袁做到文明交通尧安全出行遥 图为城区一中队在宝钢希望小学宣传的场
景遥 朱良才 本报记者黄书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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