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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2

本报讯 渊记者钟先海冤近年来袁我市充分发挥
红色资源优势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融合袁以野传承红色基因袁争当红色传人冶为主题袁
在全市广泛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袁让人们在感知
历史尧感悟文化的同时袁接受深刻的革命传统和爱
国主义教育袁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遥

既抓硬件袁又抓软件遥 市里刚性执行文物保护
规划袁对叶坪尧沙洲坝尧云石山等多处革命旧居旧址
群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保护袁着力提升革命旧居旧址
的红色文化内涵曰在全国首倡野认护文物冶和野寻根
问祖冶活动袁目前已有中央和国家 50多个部委在瑞
金找到野前身冶袁修复旧居旧址袁建立爱国主义和传
统教育基地曰新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以及
中华苏维埃纪念园尧 群众路线广场等红色主题公
园袁红都瑞金已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革命传统教育
名城和爱国主义教育大课堂遥 先后组织编写了叶红
都风范曳叶伟大的苏区精神曳 等红色乡土教材 50多
本袁 制作了 叶红井水曳叶传诵红色经典 传承苏区精
神曳歌碟袁拍摄了叶美丽的红都瑞金曳宣传片袁创排了
叶八子参军曳尧叶杜鹃花开曳等红色剧目袁编辑了叶红都
瑞金曳叶苏区知识问答曳少儿连环画袁筹建开通了野红
色寻根网冶袁创作播出叶信仰的力量曳尧叶一生守望曳广
播剧等袁为青少年感知尧感悟红色文化提供了多维
教材遥

既走出去袁又请进来遥 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
各类学校袁 坚持把组织学生到革命旧居旧址参观
作为野必修课冶袁让广大学生重温共和国所走过的
历史遥 全市各中小学与各部委爱国主义基地建立
长期联系制度袁 全市所有旧居旧址免费对青少年
学生开放袁并依托这些基地袁开展丰富多彩的革命
传统教育遥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尧教育局尧
关工委尧团市委尧妇联建立红色文化教育协作互动
制度袁 每年组织红色宣讲报告团到边远学校巡回
宣讲红色历史袁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遥 目前在
全市各中小学开展巡回宣讲 100 多场次袁 听众达
20万人遥

既教育孩子袁又教育成人遥结合野红色文化育新
人冶活动袁市里开展多种形式的党员干部教育活动遥
在每年七一尧国庆节期间袁组织党员干部开展参观
一次革命旧址尧上一堂苏区历史课尧听一个红色经
典故事尧重温一遍入党誓词尧再读一遍叶关心群众生
活袁注意工作方法曳野五个一冶活动袁同时编撰出版红
色教育读本免费发放给党员干部学习袁举办叶中央
苏区廉政史迹曳巡回展览袁创作红色剧目在基层党
组织展播尧演出袁使每个党员干部都受到了一次野红
色精神冶的洗礼袁为党员干部思想道德建设起到潜
移默化的作用遥

近年来袁在红色文化熏陶下袁先进典型尧先锋模
范辈出袁涌现出周邦园尧李翠兰尧王潮等一大批在全
国尧全省有影响的先进人物袁并吸引全国众多游客
前来接受野红色教育冶遥

本报讯 渊记者刘芬冤根据赣
州市果业局对全市脐橙采样检
测结果以及市气象部门短期气
候预测等因素的综合分析袁经赣
州市赣南脐橙协会第三届六次
理事会议充分讨论袁 并于 10月
10日对外发布袁 确定 2017年赣
南脐橙最早采摘时间为 11月 5
日遥

据统计袁我市现有脐橙种植
面积 14.3万亩袁 全市直接参与
脐橙种植的农户 1万户袁从业人
员近 3万人袁脐橙成为许多农民
的脱贫产业遥 2016年我市完成
老果园提升改造 1502亩袁 覆盖
13 个贫困村袁230 户贫困户曰建
立大小基地 23个袁辐射覆盖 32
户贫困户曰完成新开发果园 652
亩袁覆盖 6 个贫困村袁涉及 120
户贫困户曰建立基地 6 个袁直接
参与产业 161人袁 辐射带动 209
户 528人遥2004年我市通过了农
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无
公害农产品认证袁2009年我市宝
丰果园场尧瑞金脐橙场等五个果
园被江西省场瑞金检验检疫局
通过出口基地认证袁全市有 3个
脐橙产业专业乡镇渊武阳尧黄柏尧
沙洲坝冤袁32个专业村遥 有 3个万亩连片基地
渊武阳堆下坝尧黄柏坳背岗尧沙洲坝金盆窝冤袁
30个千亩连片基地袁 我市有云石山鹏飞果
业尧 叶坪合龙合作社尧 品冠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尧谢坊红星果业尧叶坪辉煌果业等 5家脐橙
采后商品化处理及销售企业袁 采后脐橙分级
包装商品化生产线达 8条袁 处理能力达 110
吨/小时袁 脐橙简易贮藏库容达 8万平方米袁
储藏能力达 6万吨遥

赣南脐橙作为赣州一张靓丽的产业名
片袁曾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尧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尧中华名果尧全国野十佳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冶尧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等称号袁2016 年 野赣南脐橙冶以
668.11亿元的品牌价值袁 位列初级农产品地
理标志区域品牌的第一名袁 这也是赣南脐橙
连续第四年位居该类产品品牌价值榜的榜
首遥

赣南脐橙已被列为全国十一大优势农产
品之一袁荣获野中华名果冶等称号遥赣南脐橙作
为江西省唯一产品袁入围商务部尧质检总局中
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的地理标志产品清单遥

本报讯 渊冯新 邓海峰 记者温庆
本冤近日袁市红都工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应企业申请袁 向江西金色铜业尧
瑞金市金纳铜业等几个公司拨付代
缴 8月份税收借款 3172万元袁 这是
我市降低企业成本尧 优化发展环境袁
大力缓解企业资金压力的一个实例遥

为落实野主攻工业 提前翻番冶的
决策部署袁我市开展野降低企业成本尧
优化发展环境冶专项行动袁成立市红
都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袁帮助经开
区基础设施建设尧 扶持工业企业发
展袁 为有需要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袁
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袁营造宽松的
发展环境遥

我市出台扶持中小微企业专项

借款实施方案袁支持经开区重点企
业做大做强袁帮助重点企业解决融
资难尧融资成本高的问题遥 市红都
工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强化风
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袁合法合规的
简化了对借款企业申请材料的要
求遥 今年以来袁已通过委托贷款方
式袁 向 6 家企业发放了 9900 万元
扶持借款袁其中向瑞金市红安智能
交通科技公司发放 500 万元袁用于
生产车间建设袁 目前企业办公大
楼尧研发大楼已顺利封顶袁生产车
间钢结构主体已安装完成曰向瑞金
市大健康饮料有限公司发放 2000
万元袁用于王老吉饮料生产线车间
的建设曰向瑞金市盛源环保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发放 2000 万元袁 用于
该企业生产线技术改造及补充流
动资金等遥

此外袁我市还出台促进铜铝产业
发展扶持办法实施细则袁向有资金需
求的企业提供代缴税金借款遥 1月至
9 月共计向我市铜铝企业发放 2.16
亿元代缴税金借款袁 受惠企业有江
西金色铜业有限公司尧 中赣金属新
材料有限公司尧 恒吉集团铜材有限
公司尧瑞金市振兴铜业有限公司等遥
代缴税金借款为企业缴纳税款后袁
财政直接将返还款拨付给工投公司
作为企业的还款袁 企业无需筹集这
笔款项即可完成缴税袁 减轻企业经
营的资金压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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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着力帮助企业降成本

银为丰富学生课外活动袁
瑞林中心小学开办了 野乡村学
校少年宫冶遥 本学期袁该少年宫
开设了合唱尧舞蹈尧古筝尧篮球尧
足球尧手工制作尧绘画尧经典诵
读尧书法等 18 个项目袁并配备
了专兼职辅导员 20余人袁对学
生免费开放尧义务授课袁学生参
与率达 80%以上遥
赖荣青 本报记者温中申摄

赣州市地税局

改善沿岗小学办学条件
为解决学校实际困难袁改善校园环境尧营造良好的教

学氛围袁用实际行动体现社会责任感袁近日袁赣州市地方
税务局直属局助力日东教育袁对口支援沿岗小学袁慷慨捐
资 10000元袁用于购买热水器尧床垫袁新建师生饮用水塔
等袁解决了该校教师生在学校工作尧学习尧生活的实际问
题遥 此举极大鼓舞了师生的工作尧学习热情袁师生幸福指
数大大提升遥 谢睦荣 黄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