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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好政策尽快化作稳经济的好效果

信 江 时 评

市生态环境局：“ 三圈六线”强化环境执法能力建设

小蓝莓 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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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的熊正强，从不怨天尤人。 在

创业的路上，他和妻子相互扶持，爬坡过坎，

一路向前 ———

奋斗路上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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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5

月以来， 上饶海关主动作为，在

落实疫情防控责任的同时，积极

运用“ 云”科技，确保通关效率不

降、监管职能不弱、服务质量不

减，促进我市外贸保稳提质。

上饶海关着力提升“ 云”服

务，加强“ 云”宣贯，通过微信、视

频连线等方式，第一时间向外贸

企业宣讲海关总署、南昌海关出

台的相关促进外贸政策举措；做

好“ 云 ”纾困 ，及时收集掌握产

业、企业的外贸堵点难点，解决

保税加工、货物通关、产地证签

发等问题

11

个；用好“ 云”核查，

积极沟通职能部门，开展风险评

估，对符合条件的核查事项开展

线上核查，通过视频连线查看现

场，线上传输资料、电子远程签

章；运用“ 云”通关，专岗做好全

天候通关工作， 保障中欧班列

50

个集装箱光伏产品、

100

余辆

新能源汽车顺利通关，同时通过

“ 智能审核

+

自助打印”模式，签

发原产地证，检验检疫随附单据

无纸化上传， 助推

30

余批次烤

鳗、茶叶及其制品、竹木制品等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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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 见习记者任克祥报道：为切实

推动我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 市生态环境局立足工作

实际， 以创建全省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规

范化示范单位为重要抓手，打造“ 三圈六线”标杆，不断

发挥队伍建设带动作用，提升队伍执法能力，全面推动

提高环境执法规范化、精细化管理。

针对长期困扰基层环境执法的对象不明、 范围不

明、事项不明等问题，市生态环境部门创新推出“ 监管

范围圈、差异化监管圈、执法事项圈”，确定全市

2017

家企业纳入

A

、

B

、

C

类企业监管范围圈，强化分类监管

不出圈； 确定

88

家正面清单企业为差异化监管圈，强

化服务企业不扰圈，清单内企业做到无事不扰，让守法

者享受爱商护商政策的红利， 拥有更加宁静的生产外

环境；规定上饶行政执法指导目录为执法事项圈，贯彻

依法行政不出圈，为每一位行政执法者戴上“ 紧箍咒”，

实现“ 同一标尺”阳光执法。

同时，市生态环境部门还推出事中事后全方位监

管、 双随机监管全覆盖、 执法系统全面使用“ 三条基

准线” 和案件 、 人才培养 、 监控监管 “ 三条高质量

线”， 通过统一的标准打造一支生态环境综合执法铁

军队伍。 其中， 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管基准线， 即通过

业务培训、 跟班学习、 联合执法等方式， 加强环境保

护设施审批事中“ 三同时” 建设、 事后竣工验收和许

可证管理， 全方位提高一线执法人员对事中事后监管

能力； 双随机监管全覆盖基准线， 即在“ 双随机一公

开” 监管中， 加入生态环境系统执法系统随机抽查管

理， 确保双随机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执法系统全面使

用基准线， 即通过现场执法人员全面使用执法系统规

范日常检查、 调查取证、 违法处理、 执法后复查全过

程， 全面指导和提升一线执法队伍执法规范性； 案件

高质量线， 即注重案件办理质量， 实施案件全过程控

制管理； 人才培养高质量线， 即通过执法大练兵全程

挖掘和培养优秀执法人才， 组建人才骨干和综合能手

库， 培养更多优秀的执法人员； 在线监控高质量线，

即通过跟班学习、 实地教学、 交叉帮扶、 全覆盖巡查

等方式， 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力量， 对全市

233

家在

线监控企业和

40

余家运维企业进行帮扶， 为企业诊

断“ 病因”、 开出“ 良方”， 全面提高我市在线监控的

监管水平。

海关“云”服务助力稳外贸

������

熊正强是广信区罗桥街道

横山人，今年

41

岁，幼年时因摔

跤导致肢体残疾。

2017

年，在上

海杨浦区创业的熊正强因为孩

子读书的事，带着妻子孩子回到

广信区，创办了江西伊柏广告有

限公司。

之前，他和妻子一直在上海

经营着一家图文店。从跟人打工

3000

元月薪开始， 一直做到自

己创业开店月入近

2

万元，熊正

强的事业有过坎坷，但终究是一

路向前。

他常说：“ 人不能总是怨天

尤人。 只要自己不断努力，日子

总有好起来的一天。 ”

2007

年，

他还相当落魄。村干部热心地打

电话给他，说像他这种情况如果

回到村里可以办理低保。没想过

放弃的熊正强回复说：“ 我不能

靠着国家的救济过一辈子，我要

留在上海闯一闯。 ”

要强的熊正强咬紧牙关在

创业的路上走下去。 在上海，他

始终秉承“ 客户满意就是我们最

大的目标”理念，从提高业务和

服务质量入手， 强化细节意识、

攻坚意识，最终把公司经营得红

红火火。期间的辛苦外人并不知

道：为了一笔业务，他能和妻子

连续干几个通宵。

“ 回到区里后，我和妻子重

操就业，办起了图文公司。”熊正

强介绍，受益于上饶近几年来强

劲发展及“ 双创”等中心工作需

求拉动，再加上他们的品牌服务

意识很强，公司很快就走上了正

轨，并持续平稳发展。

2019

年起， 熊正强的图文

公司业务不断增加，收入越来越

多。

如今的熊正强，通过自身的

不懈的努力， 过上了好日子，笑

容长挂在脸上。“ 我没想着要把

自己的公司做得多大，但是不管

什么情况， 我都会努力去做，永

不放弃。 ”强起来的熊正强依旧

很朴实。 （ 黄宗振 徐素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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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区清水乡大力发展蓝莓种植， 小蓝莓正变身大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占地

300

亩的清水乡蓝莓产业科技示范园，总投资约

3500

万元，项目建成后年可培育优

质蓝莓种苗

20

万盆，釆收鲜果约

150

吨，年销售收入

1200

万元左右，带动

100

余户

农户就业增收，助推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黄宗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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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部分地区生产一度按下

“暂停键”， 一些重点产业稳定运行面临压力。 关键时

刻，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稳经济的好政策，各方

要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尽力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更好地抓好政策落实，让企业

有干劲有冲劲有后劲。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次大考。

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

针不动摇、不放松，慎终如始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与此

同时，让政策更发力，要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更好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在中央出台大力度稳经济政策下，各地

也在加快行动。 北京今年

4

月推出帮扶企业

18

条措

施，建立了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协调机制；上海建立了重

点企业“白名单”制度，有序推进工业企业复工复产；深

圳搭建起多层次纾困补贴政策体系， 减轻市场主体负

担……各地近期纷纷出招， 让纾困政策更快直达市场

主体。

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骨干企业是其中的关键节点。 要支

持发挥骨干企业在产业链条中的核心牵引作用， 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让机器动起来， 让车间响起

来，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复苏。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要精准打通“堵点”。 企业恢复

生产、稳定经营涉及方方面面，从疫情防控相关问题、

到交通和吃饭问题、再到产业链的协同问题，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的企业往往诉求不同， 要因需施策、 优化方

案，充分发挥信息化平台作用，搜集企业诉求，注重服

务精准有效、落地见效、发挥实效。

打好政策“组合拳”，降成本要作为重要发力点。 本

轮疫情对一些地区经济运行带来影响， 部分行业企业

特别是一些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不少困难。 缓缴

或减免社会保险费，缓缴或降低住房公积金，实施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一段时间以来， 多地纾困实招

频出，为企业雪中送炭。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努力用最小

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各地各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

落实， 把好政策化作真效果 。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

下， 要多一些主动服务、 上门服务， 为企业带来更多

获得感。

（新华社记者 孙飞 印朋）

（上接第一版）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安全稳定， 做大合作蛋糕， 让发展成果

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第三， 坚持创新驱动。 要挖掘创新

增长潜力， 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在

充分参与 、 凝聚共识的基础上制定规

则 ， 为科技发展打造开放 、 公平 、 公

正、 非歧视的环境。 要深化创新交流合

作， 推动科技同经济深度融合， 加强创

新成果共享 ， 努力打破制约知识 、 技

术、 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

第四， 完善全球治理。 要坚持真正

的多边主义，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

治理观 ， 动员全球资源 ， 应对全球挑

战， 促进全球发展。 要坚持对话而不对

抗、 拆墙而不筑墙、 融合而不脱钩、 包

容而不排他， 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

球治理体系变革。

习近平强调，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

的决心不会变， 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

开越大。 中国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高水平实施《 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 推动高质量共建

“ 一带一路”， 为全球工商界提供更多市

场机遇、 投资机遇、 增长机遇。 让我们

携起手来， 坚持和平、 发展、 合作、 共

赢， 共同解决当前世界经济以及国际贸

易和投资面临的问题， 一起走向更加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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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上

饶银行广丰支

行 采 用 “ 线

上

+

线 下 ”相

结合的方式 ，

积极做好区域

内客户金融服

务。 该行通过

手机银行 、网

上银行、 微信

沟通等渠道 ，

让客户快捷便

利享受全方位

金融服务。

夏明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