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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谢海丽 记者邹婷冤近日袁记者获悉袁我市振兴
担保公司在野江西省融资担保行业十年回顾论坛冶上荣获三
项殊荣遥

据了解袁该公司所获荣誉为江西省野2006要2016年度最
具影响力担保机构冶尧 江西省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估优秀单
位和振兴担保公司经理肖长春荣获野2006要2016年度最具影
响力担保人冶称号遥

振兴担保公司秉承野诚信稳健尧扶持发展冶的经营理念袁
以野服务经济尧服务民生尧服务社会冶为己任袁积极为我市小微
企业解决野融资难尧融资贵冶问题遥自 2014年开展政策性融资
担保贷款业务以来袁 该公司的担保贷款成为我市门槛最低尧
受益面最广的政策性融资项目遥截止目前袁累计担保 419笔袁
担保金额达 14.97亿元袁 其中仅在 2017年袁 公司累计担保
196笔袁同比增长 21%袁担保金额达 6.6亿元袁同比增长 6%遥

振兴担保公司荣获三项殊荣

前不久袁 两则消息引发社会
关注遥 一则是由于供暖需求大幅
增加袁 河北省天然气供应处于严
重紧张状态曰 一则是山西省临汾
市部分城区发生供暖迟到现象遥
问题出现后袁 河北省紧急实施天
然气需求侧管理机制袁 及时启动
天然气供应橙色预警曰 临汾市各
级干部也加班加点攻克难关袁全
力做好供暖扫尾工作遥

相关政府部门的及时应对尧
务实举措袁 回应了老百姓的民生
关切袁在冬日里传递了暖意遥情况
虽已好转袁 但在清洁取暖的大趋
势下袁天然气供应紧张尧供暖不顺
畅等问题袁值得重视与反思遥今年
冬季袁北方部分地区加快推进野煤
改气冶遥 环保部划定的野禁煤区冶袁
也迎来第一个冬天遥 天然气需求
量短时间内激增袁考验供给能力曰
取暖尧 燃烧设备等基础设施升级
改造时间长尧成本高袁无法一蹴而
就遥两种因素相互叠加袁导致部分
家庭遭遇供暖困难遥

应当认识到袁野煤改气冶野煤改
电冶等措施袁是我国北方地区改善大
气质量的有效手段袁从长远来看袁也
是推广清洁能源尧 优化环境治理的
必由之路遥因此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野要不要改冶袁而在于野怎样改冶遥 其
实袁野煤改气冶 不仅事关大气污染防
治袁也牵涉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尧完善农村基础设
施等深层次问题袁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遥 此次华
北局部地区出现野气荒冶是多重因素叠加袁政策上的
一刀切尧执行上的操之过急袁也是一个原因遥因此袁推
进野煤改气冶须统筹兼顾袁除了要算政治账袁也不能忽
视经济账尧供需账袁更应把民生摆在突出位置袁要想
方设法让群众的屋子暖起来尧热起来遥

现实中袁公共政策往往难以一步到位袁谋划
决策需要多一些全局意识尧问题意识尧过程意识遥
公共政策具有很强的系统性遥 以野煤改气冶为例袁
政策上游对接我国乃至世界能源市场袁下游的政
策效果则事关居民取暖尧企业生产尧环境治理等
多个领域袁可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遥因此袁制定决
策切不可只抓一点尧不及其余袁而需要进行全面尧
系统尧多维度的分析研判袁做好应急预案遥 同时袁
落实公共政策必须尊重客观规律遥 譬如袁能源结
构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历史过程袁善用野巧劲冶才能
事半功倍遥眼下袁一些地区已经意识到问题袁在天
然气供给短期内无法满足的情况下袁因地制宜开
发地热能尧太阳能尧风能等袁就较好实现了能源结
构的多元化袁确保不让一家一户挨冻过冬遥

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袁地方政府常面临刚性
压力遥例如袁环境保护已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之一袁甚至具有野一票否决冶的效力遥 也正因如此袁
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富有效率尧成果丰硕袁赢得了
广泛赞誉遥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袁地方在执行层面
也要防止急躁化袁 大干快上反而容易造成负面影
响遥现实中袁少数农村地区出现的野散煤拉走了袁壁
挂炉却装不上冶野壁挂炉装上了袁燃气却进不来冶的
窘境提醒我们袁如何优化公共政策的价值排序袁让
政策从制定尧落实到反馈尧调整的全链条充满民生
温度袁是非常值得省思的时代课题遥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袁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
展的根本目的遥 冶保护环境和保证供暖袁从来都不
是互相矛盾尧此消彼长的关系曰两者的核心要义袁
都在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袁落脚于增
强老百姓获得感这一根本目的遥让公共政策多一
些人文关怀尧民生观照袁我们的发展也必将更有
质量尧更有温度遥

1 月 6 日 袁
由大华地产主
办袁 江西省歌舞
剧院交响乐团演
奏的野华樾之夜窑
乐动瑞金冶 电影
原声交响音乐会
在市体育馆盛大
举行遥 艺术家们
激情演绎的 叶歌
剧魅影曳叶加勒比
海盗 曳 叶碟中谍
4曳 等电影音乐袁
让在场的 2000
多名听众一饱耳
福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本报讯 渊许骥 记者朱燕冤据赣
州市商务局去年 12 月底公布的最
新外贸进出口统计数据袁截至 11月
底 袁 我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28806.73万美元袁同比增长 17.96%袁
其中出口 28465.35万美元袁 同比增
长 18.31%袁完成任务的 107.01%袁在
赣州市的排位是袁 按完成年目标排
序列第 5位袁 按出口实绩排序列第
4位遥 提前 1个月超额完成全年外
贸出口 2.66 亿美元的任务袁 预计
2017年全年出口总数将突破 3亿美
元袁创历史新高遥
今年以来袁 我市通过加快培育

外贸新增长点尧发展外贸综合服务尧
优化外贸发展环境尧 加大财政支持
力度袁 全面落实外贸企业帮扶系列
举措袁 推动全市外贸进出口持续快
速增长遥

强化扶持力度遥 优化服务袁深入
全市重点外经贸企业开展调查研究袁

为企业解读国家尧省尧赣州市及本市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政策及加
工贸易发展政策袁 帮助企业化解困
难袁促进企业做强做大曰强化政策的
扶持工作袁 积极组织企业申报 2017
年江西省以及赣州市外贸发展扶持
资金袁 截止目前袁 已向省申报资金
336.37万元遥 同时袁为切实降低企业
成本袁缩短退税周期袁我市创新建立
了外贸出口首次退税备用金制度袁备
用金规模为 600万元袁这项制度在全
市乃至全省都是首创袁 独一无二袁这
项制度的实施袁对本地自营出口企业
首次退税实行野即交即退冶袁提高了企
业出口积极性曰有重点地组织外贸企
业参加境内外知名展会袁积极鼓励企
业野走出去冶袁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
供有利支持袁截止目前已有 9家企业
外出参展 30批次遥

培育外贸主体遥 盘活存量企业袁
积极推进得邦照明有限公司尧义兴体

育用品公司等非自营出口企业实现
本地自营出口袁进一步扩大企业出口
总量曰截止目前袁得邦照明有限公司尧
义兴体育用品公司两家公司已成功
转为本地自营出口袁 分别实现出口
3219.79 万美元以及 67.66 万美元袁
特别是得邦照明有限公司袁 预计
2017年总出口额可实现 5000 万美
元袁 将成为我市外贸出口的龙头企
业遥 大力引进外贸企业袁今年新引进
了瑞金市高德服饰有限公司尧瑞金纯
隆服饰有限公司尧 新益经编有限公
司尧瑞金市晨兴鞋业有限公司尧金涌
电气等 5家生产型企业袁其中袁高德
服饰尧新益经编等公司已分别实现外
贸出口额 644.46万美元尧1132.39万
美元遥为方便我市产品走出野国门冶袁
积极组织本地产品出口袁已引进了赢
耀贸易有限公司在我市组织本地产
品出口袁 目前已实现出口 5781万美
元遥

本报讯 渊记者黄书文冤近日袁江
西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
公布 2017年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名
单袁瑞金罗汉岩景区榜上有名遥

依照 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管理办法曳和叶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
划分与评定曳渊GB/T17775-2003冤袁
由各设区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推荐袁 经江西省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评定委员会评定袁 瑞金罗汉

岩景区等 18家单位达到国家 4A级
旅游景区标准袁批准为国家 4A级旅
游景区遥

罗汉岩景区坐落在我市城东
约 30 公里的壬田镇内袁 是大自然
历数万年精心雕琢出来的一件艺
术杰作遥 罗汉岩风景名胜区是由
1985 年经江西省人民政府批准确
定为第一批省级重点风景名胜
区袁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袁是国家

4A 级景区袁 是江西省十大名山之
一遥 罗汉岩平均海拔 500 多米袁属
于典型的丹霞地貌遥 风景资源十
分具有代表性 袁她融湖 尧潭 尧谷 尧
岩尧峰为一体袁以其野峰险袁岩奇尧
洞幽尧泉清尧水秀冶著称袁景区内有
奇峰怪石尧 峡谷深潭袁 有悬崖飞
瀑尧密洞峭谷遥 明代才子王明阳曾
留诗句赞誉院野最是陈石山水色袁
观后胸中黄山无冶遥

2017年外贸出口有望突破 3亿美元

罗汉岩晋升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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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11月完成出口 28465.35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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