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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矿业精英 把脉矿业发展

首届中国矿业民营经济发展论坛在苍举办
日前，首届中国矿业民营经
济发展论坛在苍南国际大酒店
成功举办，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
保护监督司一级调研员时金玲，
苍南县委常委、副县长周建强，
以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苍南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苍南县应
急管理局、苍南县投资促进中心
等部门有关领导出席，来自全国
各省矿业协会（联合会）有关负
责人、法律专家、中国铝业集团、
中铁建、中国建筑材料工业中
心、民营矿业企业等近 200 人参
加本次活动。
据了解，
本次论坛以
“践行新
理念，服务新格局，开创新局面”
为主题，就中国矿业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论坛
中，
与会专家、
矿业代表通过全国
代表性案例、实际数据进行分析
并阐述各自观点。浙江天册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吴族春就中国矿业

民营企业维权问题提出，大量的
矿企涉诉对矿业的健康、有序的
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矿业企业
要以此为鉴，
进行自查自纠，
以排
除或防范涉诉风险。
中银国际执行董事、全球客
户中心能源与自然资源组主管王
喆就矿业资本市场与民营经济发
展，提出要加快建设矿产资源法
律体系，拓宽民营企业投融资渠
道，培育和发展矿产中介服务机
构，
民营企业向公司制、
集团化发
展来缩短国内外竞争的差距。
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
会长彭齐鸣围绕中国矿业前景
与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等方面提
出，新时代矿业民营经济要克服
困难实现新突破，推动矿业高质
量发展，一定要转变观念、主动
创新，以适应新时代要求。他指
出，发展中要侧重以下五个方
面：一是科学技术创新，推进矿

业自动化、智能化，提高安全生
产水平、经济效益和产业竞争
力；二是绿色发展，走出一条矿
业发展的绿色轨迹，留下一片生
态友好的国土空间；三是融合发
展，通过矿业开发提供新产业落
地的国土空间，打造三产融合的
产业园区。要通过实践，将矿业
产业布局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大
局；四是要在海外投资中拓展发
展空间，充分利用中国矿业海外
投资能力不断增强，中国企业技
术装备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竞
争力日益增强的优势，开展矿业
领域国际合作，并通过跨界合作
积极参与海外有关基础设施、制
造业、能源等产业的国际合作；
五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拓展
发展空间，通过与国有资本的相
互融合，构建取长补短、相互促
进、共要同发展的新局面。
在随后的座谈中，与会嘉宾

围绕当前民营企业最关注的政
策法规问题、民营企业如何维权
等议题，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进行
交流、探讨。彭齐鸣会长表示，
中国矿业联合会民营分会要主
动作为，通过建立问题反映通
道、走访制度等措施，以及组织
论坛、沙龙、培训、万里行等活
动，大幅度提升信息共享水平，
降低投资风险。要加大政策法
规研究与维权工作力度，采取有
效措施保障矿业民营企业的合
法权益。他强调，矿业民营企业
要坚定信心，看到中国矿业巨大
发展潜力和民营经济的巨大发
展空间，看到民营经济的突出优
势，进一步做强自己，持续创新，
实现高质量发展。据悉，本次论
坛由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办，中国
矿业联合会民营分会、浙江省矿
业联合会、苍南县矿山井巷行业
协会联合承办。 （井巷协会）

见证灵溪 40 年！县城老街新区摄影展落幕

简讯
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
培训在钱库举行
日前，由苍南县科学技术局、钱
库商会共同举办的“科技创新”培
训，在钱库镇举行，来自钱库镇规上
企业及规模较大企业代表共 80 多
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围绕科技创新的重要
性、技术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省市
县科技创新相关政策、技术改造补
助标准、市级企业研发中心应具备
的三项条件、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
中心应具备的九项基本条件及浙江
省企业研究院应具备的六项条件等
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另外，温
州鑫荣会计师事务所所长蒋治良还
向大家讲解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针对行业、
专利、核算等方面重点介绍了申办
企业主要难点。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培训
让大家了解更多的科技创新惠企政
策，促进更多的企业向着科技型的
目标发展。
（钱库商会）

关爱残疾人
“爱尚”
在行动
今年 5 月 16 日是第三十一次
“全国助残日”。在此期间，
“爱尚”
公益组织爱心志愿者来到桥墩镇仙
堂残疾人之家，深入桥墩镇丹阳社
区、发凤村等地，开展“爱心助残”慰
问特困残疾人等丰富多彩的助残系
列活动，为广大残疾人朋友送去节
日的问候与温暖，更为推动全社会
形成关心重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良好氛围。
（叶长如）

记 录 时 代 变 迁 ，感 悟 沧 桑 巨
变。上月，一场“那时∙此时∙有
时”县城老街新区摄影作品展在县
城中心湖东侧篮球公园展出，吸引
了市民纷纷前来追忆往昔。
据悉，该次摄影展是我县首场
户外情境式展览，以实物与摄影作
品相结合的方式，以守护民生、再见
老街、未来可期、遇见新区为主要内
容，以数百张照片，数十件旧物，展
示老街拆迁前后的沧桑巨变，串联
起苍南新区 20 年历史变迁，见证苍
南县城 40 年历史变迁。该摄影展
近日已闭幕。
（林凯/摄）

“红色五岱，绿色松山”
研学活动

图说
防灾减灾 共同参与

今年 5 月 12 日是第 13 个全国
防灾减灾日，
县慈航救援服务中心
积极参与我县开展的
“提升民众防
护能力、共建美丽安全城市、喜迎
建党100周年”
主题宣教活动。

全民反诈 共建平安

近日，爱友社工服务中心联
合灵溪中心派出所继续深入村
居、街道和居民家中开展反诈骗
宣传活动，向每户居民分发宣传
单并深入讲解骗子的诈骗手段。
（郑贤局）

“四个强化”推进全县社会组织年检工作
最 近 ，苍 南 县 社 会 组 织
2020 年度检查工作正有序推进
中。据悉，
为做好今年全县 903
家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工作，县
民政局克服疫情影响，结合工
作实际，以“四个强化”推进社
会组织年检工作，促进社会组
织健康、有序和规范化发展。
强化组织部署。及时向辖
区社会组织下发年度检查通
知，对社会组织年检范围、时
间、内容、提交材料、方式和程
序等作出详细规定，要求凡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经县民政
局核准登记的社会组织，均须
参加年度检查，并通过网络、报
刊、邮寄和电话、短信、微信等
通知方式确保年检信息和要求
及时下达。
加强与业务主管部门的沟
通协调，重点对接农业农村、教
育、文化体育等职能部门，做好
本领域社会组织的年检工作。
针对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量
多面广的特点，联合县教育局
专门就教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

年检工作进行部署，召开年检
工作会议，合力推进全县社会
组织年检工作。
强化便民服务。为更好地
提供便捷服务，专门在社会组
织党群服务中心设立年检专
区，提供优质服务，方便社会组
织年检。针对网上年检要求，
为便于各组织通过浙江政务服
务网，填写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书并提交审核，县社会组织促
进会专门绘制了社会组织年检
网上操作指南和示意图，进行
了 具 体 、详 细 地 指 导 操 作 示
范。针对社会组织碰到的网络
年检申报工作的有关技术问
题，县社会组织促进会还特别
提供“店小二式”服务，手把手
教会或全程指导网络操作培
训。对部分社会组织年检则利
用召开座谈会、实地调查等实
行集中指导和上门服务。同
时，开通年检咨询热线，提供工
作电话，并充分发挥 96345 社
会公共服务平台开通年检专
线，对社会组织年检问题、年检

报告书填报内容、年检材料报
送等及时提供咨询服务。
强化年检标准。根据各社
会组织报送的年检材料，严格
依照条例和对照标准进行审
查，对年检不合格和未参加年
检的社会组织，将视情给予相
应的行政处罚，年检结果及时
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告。同时，
根据《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
办法》(民政部第 60 号令)的要
求，社会组织未按照规定时限
和要求报送年度工作报告的，
将依程序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特别是对连续两年未
参加年检的僵尸型社会组织将
给予清理，
启动撤销登记程序。
强化调查研究。以年检为
契机，通过实地考察、现场了
解，深入基层和社会组织走访、
调查，开展调研，充分掌握各社
会组织的现状、需求、意见和建
议，从而对全县社会组织的发
展情况进行全面深入分析，推
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民政）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日前，
县松山青年公益服务中心在南
山头村红色阵地开展“红色五岱，绿
色松山”
研学活动。三百多名的小游
客们在志愿者的引领下，
来到了巍峨
壮观的红军挺进师在五带上纪念碑
前，
举行了庄严的瞻仰仪式。通过松
山红色讲解员的讲解，
小小少年们表
示通过追溯红色印记，
让他们领悟到
了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
增强了他们
的爱国主义情怀。
（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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