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 产业援藏

2●2018年7月13日 星期五

●责编：向才志 视觉设计：解元杰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部分部门优惠措施

◆人民银行中山市中心支行
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导向

评估等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对“守合同重信用”公示小微、涉
农企业的金融支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
在符合出口退（免）税政策规定情况

下，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优先安
排办理出口退税。

◆市财政局
根据相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有关支

持对象的规定，涉及诚信经营等要求的，
在安排有关财政扶持资金时，可将“守合
同重信用”情况作为参考。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积极推荐、指导“守合同重信用”公

示的建筑施工企业申报国家“鲁班奖”、
国家优秀工程奖和国家“AAA 级安全文
明标准化工地”。

◆市质监局
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推荐参评广东

省政府质量奖或广东省名牌产品。

重点整治六类
非法社会组织

●利用“一带一路”建设、“军民
融合”“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粤港
澳大湾区”“公益慈善”等名义骗钱敛
财的非法社会组织；

●在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
影视、网络文化等宣传文化及意识形
态领域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特
别是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养生修
炼”等旗号，传递社会负能量的非法
社会组织；

●冠以“中国”“中华”“国际”和
“广东”、“全省”等字样在中山开展
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

●假借国家机关下属机构名义、损
害党和政府形象的非法社会组织；

●涉及资金量大、参与人数多的
或侵害老年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的非法社会组织；

●其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或危
及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非法社
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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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元食品厂将在藏猪产
业园建设两条高端生产线。

今年 3 月，

西藏东元食品有

限公司决定对公

司的西藏板块业

务追加资金 6亿
元，建设高端的

屠宰自动化生产

线和高端发酵火

腿生产线，提高

藏猪深加工产品

的附加值。东元

公司从 2010 年

起一直仅仅把巴

河镇作为藏猪的

养殖和屠宰基

地，今年为何大

手笔追加 6 亿

元？——用董事

长陆金龙的话

说，中山援藏工

作组在产业发展

方面带来的先进

理念和产业布局

让他看到了产业

发展的前景和信

心，东元食品正谋

划着把“一头猪”

做成“一条产业

链”，在新的产业

园里大展拳脚。

这是中山市

推进产业援藏成

效方面的一个缩

影。面对产业基础

薄弱、动力不足的

产业现状，中山援

藏工作组从产业

规划入手，着眼于

改变产业发展理

念，注入集聚发

展模式，引入资

本“活水”助力，

提高本地优势产

业发展的内生动

力，为当地产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

初步勾勒了清晰

的路线图。

本报讯（记者 何淼 实习
生 徐嫣桦 通讯员 洪鸿标）执
法队员在路边埋伏，非法网约
大巴的“探子”却尾随在后。7月
12日，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
局”）联合港口镇交通分局在港
口镇开展网约大巴专项整治行
动时，眼看一辆非法网约大巴
将要进入埋伏区，由于对方有

“探子”通风报信，非法网约大
巴提前逃离，让执法队员扑了
个空。

上午 7点 50分，根据“样样
巴士”平台的线路和时刻表，执
法队员埋伏在港口镇丽江花园
金上濠大酒店附近，等待非法
网约大巴入网。“注意！注意！有
一辆大巴过来了。”在海逸酒店
站前哨的执法队员发出预警。

然而，等待在埋伏位置的执法
队员并没有看到该车辆经过。
原来，这辆非法网约大巴突然
掉头，与乘客沟通临时更改上
客地点，改变行驶路线，完美地
绕开执法队员的包围圈扬长而
去。

“按平常的线路，他们在丽
江花园接上客人，直接从港口
上高速。这次他们一反常态，绕
开我们包围圈后，一路直奔北外
环，估计要在 105 国道上高速
了。”执法队员表示，离开港口后，
该车辆一直没有停车上落客，执
法队员尾随一段后只能放弃。

非法网约大巴为何能精准
地避开执法查处？执法队员觉
得事有蹊跷。当执法地点转移
到港口高速收费站时，谜底解
开了。一名骑电动车辆的男子

悄悄靠近执法车辆，鬼鬼祟祟
的样子引起了执法队员的注
意。面对随后赶到现场的派出
所民警的询问，该名男子承认
了他在”样样巴士”平台做兼
职，负责跟踪执法队员，为非法
网约大巴通风报信的情况。

该名男子因涉嫌通风报信
阻挠执法，被民警带回派出所
接受进一步调查。

港口镇交通分局局长李量
告诉记者，非法网约大巴在港
口违规上下客的情况多发，2016
年、2017年查处案件数量不少，
但今年上半年查获的情况越来
越少，巡查过程中多次发现有
人通风报信的情况，甚至出现
有人骑电动车拦在执法车辆
前，让非法网约大巴士上客后
逃离现场的情况。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员 龚商）记
者昨日从市工商局获悉，为提升“守合同重
信用”（简称“守重”）企业获得感，近日，市工
商局联合20个部门，在此前系列有关“守重”
企业优惠措施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优惠措
施，目前达到70项。

据悉，为营造诚信守法发展环境，市工
商局牵头汇集 70项激励措施，合力为“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开辟高质量发展通道。这些
激励措施涵盖了金融信贷、财政性资金安
排、税收减免、日常监管、行政审批、政府采
购、招标投标、定期检验、评先评优、通关便
利等多个方面。其中，工商部门提供的优惠
措施就有 7项，如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
业提供窗口绿色通道服务；连续五年被公示
为“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的，申请冠省名
的注册资金要求可降低为 500万元人民币；
协助“守合同重信用”公示企业建立健全合
同管理制度，协助企业以设备、产品、原材料
等动产进行抵押融资；对“守合同重信用”的
广告企业，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申报省文化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我市从1987年开始推行“守重”公示，公
示企业数量不断攀升，2017年，我市共有1505
家企业通过2016年度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公示，其中 12家通过 2014-2015年度国
家“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数量位居全省
地级市第二名。今年，我市有1814家企业通过
2017年度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示，
比上年增长20.5%，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 陈健儿）日前，为加大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力度，发动更多市民、社
会力量提供线索，市民政局决定实施“打击
整治非法社会组织有奖举报”行动，今年 12
月31日前，市民举报查实一宗非法社会组织
可获300元奖励。

据了解，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的整治
对象包括：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
织名义开展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
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也包括筹备期间
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未经登
记、备案、擅自在境内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
活动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等境外非政
府组织。据悉，自 4月份以来，市民政局持续
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专项行动，已先
后公布了8家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我市 20 部门联手提升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获得感

推70项优惠措施
激励“守重”企业

56个景点纳入全域旅游
藏猪入“园”激活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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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链

做优
做强

中山援藏组以产业规划引领和模式创新推动受援地产业迎来发展新格局

说起援藏工作组刚进入当
地时的产业现状，中山援藏干
部、工布江达县常务副县长何
立深有感触。他介绍，初到工
布江达县时，该县产业基础相
当薄弱，产业发展相对缓慢，
除了合作社，基本没有企业。

同时，产业发展“缺经营、缺资
金、缺人才、缺市场”问题突
出，市场体制不健全，导致产
业发展动力不足。

经过调研，援藏组发现当
地干部群众有发展产业的强
烈愿望，并且工布江达县有非

常丰富、稀有、高品质的农牧
资源和林下资源，还有独特的
高原特色旅游资源，这表明本
地发展产业有非常好的条件
和广阔的前景。如何用广东成
熟的产业发展理念和思维改
变当地产业现状，推动经济发

展？工作组认为，当地的脱贫
和发展，最终要靠当地的企业
和组织去发展，援藏组要立足
全局谋划，从改变当地人的意
识和观念着手，为产业发展提
升内生动力，把工布江达县的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西藏藏香猪是世界上稀
有的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猪
种，其中工布江达县养殖规模
占到西藏的三分之一。2011
年，国家农业部批准在工布江
达县建立藏猪原种保护区，
2014年“工布江达藏猪”获得
国家地理标识商标。2018年，
农业部批准在工布江达县建
立国家级藏猪遗传资源保护

场。但是，这种先天优势长期
以来并没有转化为藏猪产业
发展优势。

借鉴中山的经验，援藏工
作组提出通过产业园的方式
打造产业平台，做强这一优势
产业。

随着项目的有序推进，藏
猪产业园的发展逐渐明朗起
来：以藏猪为主导产业，配套

特色农产品加工、食品科技、
健康医药、旅游产品加工等环
境友好型产业，最终打造为国
际火腿小镇产业集聚区、国家
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西藏自
治区藏猪产业核心区。

产业园模式让社会各界
对藏猪产业发展信心更足了。
目前园区规划通过了评审，并
获得自治区、市的肯定，林芝

市还提出了“工布江达县速
度”，将把藏猪产业园打造为
林芝市的高端产业平台，将来
申请国家级产业平台，自治区
唯一的藏猪产业协会也将落
户产业园。产业园模式发展也
加快了要素集聚。东元公司就
是其中的一家，其两条高端线
全部投产后，预计产值将达
30亿元。

经过中山援藏组的“牵线
搭桥”，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
了工布江达县。目前，中山咀
香园、广东明阳集团瑞德兴
阳、中山尔漫照明等企业已到
工布江达县注册公司、合作兴
业，优质企业将在产品销售、
研发、企业管理等环节发挥带
动作用。

今年5月18日，由中山国
资注资 1亿元在全国率先成
立的公投援藏公司——西藏
中工汇兴发展有限公司在工
布江达县正式揭牌，标志着中
山开创“政府引导、国资经营、
市场运作、激发产业”的创新
援藏模式。中山国企通过“四
平台一机制”，即通过中山国

企与工布江达县国企共同搭
建产业发展“融资平台、招商
平台、人才平台、市场平台”，
健全市场机制，推动产业发展
要素资源聚集工布江达县，并
按企业化、市场化推动工布江
达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这次合作，将把中山产
业援藏推到新的广度，”李锋

表示，这种“政府+市场”的投
融资模式聚焦主业，不仅确保
了国资的主导性，同时将撬动
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并为当地
带来了成熟的经营团队，有利
于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受援地
产业经济发展质量。目前，西
藏汇兴与工布江达县国企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何立认为，传统的引进资
金、做几个项目的模式是非常
低层次的产业援藏，而从该县
实际出发，制定产业发展规
划，为本地产业提高内生动力
提供一条长线的、可持续发展
的路径图，才真正实现了从

“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产业发展首先要有规划。

中山援藏干部、工布江达县发
改委副主任李锋介绍，旅游资
源方面，全县有 56个景点，除
了少数几个景点之外，其余都
没有开发。在援藏组的推动下，
利用朱拉湿地公园、巴松措国
家5A景区、阿沛红色基地、野
生猕猴动物园等旅游资源优
势，提出了全域旅游的发展理

念，并做了《全域旅游示范县发
展规划及发展战略》及《工布江
达县旅游发展三年行动提升计
划》，进一步明确了“全城升级
旅游景观，全域提供旅游服务，
全域强化旅游治理，全域联动
相关产业、全民共享旅游成
果”的“五全”发展模式，规划
构建“一心一核两带五区”的

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这也
是西藏自治区首个可落地的
县级全域旅游规划。同时，针
对本地农牧业发展特色，做了
《特色农牧业发展规划》和子项
目《藏香猪产业园区规划》。由
此，作为本地的两大类主要产
业都有了规划引领，为其长远
发展、优化布局奠定了基础。

引
活
水

●中山国企组团援藏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

●制定西藏县域首批产业规划

●建设全国首个藏猪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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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黄启艳

网约大巴平台“探子”
尾随通风报信被抓现行

我市开展网约大巴专项整治行动

本报讯（记者 何淼 通讯
员 洪鸿标）7月 12日，为期一
个月的全市网约大巴专项整治
行动正式启动。

据悉，在专项整治行动期
间，各镇区分局将摸排网约大
巴在所属镇区旅游景点、学校、
体育场等地的运行情况，利用
网络平台手机APP客户端、公
众号以及执法局监控中心的视

屏监控，详细了解网络大巴车牌
号码、运行时间、运行线路以及
停靠站点，加大对网约大巴经常
出现路段的执法巡查力度。专项
整治行动将重点查处网约大巴
无包车合同、行驶线路两端均不
在车籍所在地、按班车模式定点
定线运营、招揽包车合同以外的
乘客、营转非大巴从事包车营运
等五类违法行为。

网约大巴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查处五类违法行为

相关新闻

昨日市交通执法局执法人员查处非法网约大巴车。记者 缪晓剑 摄

举报非法社会组织
每宗可奖励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