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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经济观察

广西要营造
“干工业光荣、企业家英雄”氛围

近日，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全国办公室

批下了7个项目作为广西玉林市首批获得资金扶持和

导师辅导的青年创业项目，玉林的广大创业青年第一

次得到了来自全国性的创业资金支持。

近年来，共青团玉林市委员会在促进玉林青年创

业方面不断发力，紧紧围绕“扶持青年创业，以创业带

动就业”的工作主线，注重对广大创业青年的资金帮

扶、能力提升、创业培养、项目扶持，帮助青年成功创

业。

在玉林市开展“全民创业年”活动的基础上，团市

委采取小额贷款扶持、创建青年创业示范户、搭建创业

培训平台等措施，联合多部门、多渠道、多层面扶持城

乡青年创业发展。2012年以来，全市累计发放青年创业

小额贷款2761.02万元，扶持创业青年 922人，带动了

3113人就业。

与多部门联动提升服务功能。团市委先后联合农

信社、农行、邮储行保险公司等金融部门下发深化合作

的文件，完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积极探索创新信贷担

保方式，推出一系列扶持城乡青年创业优惠政策，为青

年提供创业就业资金及政策咨询、法律维权等服务。

创业导师让梦想变成现实。为解决青年创业难题，

2013年团市委与市委组织部共同筹建成立了玉林市青

年创业促进会和YBC玉林创业办公室，作为广西第2

个，全国第57个YBC组织，引进使用YBC模式标准，招

募了部分本市成功企业家、高校教授、会计师、律师和

有关政府部门负责人组成创业导师团，他们既是志愿

者，又是负责指导青年创业的专业人员。

创业导师在指导过程中一方面协助年轻的创业者

制定切实可行的创业目标，并为创业青年提供“一对一

式”和“专家式”辅导。

同时根据不同群体设计不同培训内容，启发学员

充分互动，从而激发学员的创业激情、更新创业理念。

对准备创业人员，培训基本创业技能知识；对一次创业

未成功人员，从激发创业激情、帮助查找失败原因上增

加培训内容。

截至目前已组织了30多个创业项目进行了申报，

获得国家扶持资金30多万元。

加大创业基地建设，为更多的青年提供创业实践

机会。2012年，全市新增27个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

提供了800多个见习实习岗位，帮助2000多名青年实现

创业。

选树创业典型，发挥示范带动的作用也是玉林市

团委的好做法。通过开展“十大青年创业明星”、“优秀

创业青年”等评选表彰活动，选树一批创业致富带富青

年典型。开展“创业明星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活动，

加大对创业明星的宣传报道，进一步激发青年的创业

热情，掀起全民创业新高潮。

共青团玉林市委书记陈天宁在接受采访时强调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就业之源，青年是发展之

基。”共青团玉林市委将积极贯彻落实玉林市委、市政

府有关促进青年创业就业的各项部署，结合玉林特点

和青年创业的现状，采取更多措施积极为创业青年实

现创业梦想构筑通衢，为中国创业之城———广西玉林

增添更多活力。

本报记者 黄山

见习记者 杜东远

玉林市共青团为创业青年筑通衢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在该区工

业重镇柳州市召开全区工业发展大

会上指出，广西要实现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最大的潜力

和希望在工业。在建设小康社会征程

中，工业必须挑大梁。打造广西经济

升级版，必须在新型工业化主战场上

打好“主动仗”、打出“漂亮仗”。当前，

广西顺“天时”、尽“地利”、聚“人和”，

必将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新型工业化

跨越发展。

广西党委、政府日前作出《关于

加快新型工业化实现跨越发展的决

定》，要求全面推进“1131 工程”和
“十大行动计划”，力争工业总产值

实现“3 年突破 3 万亿元、5 年跨越 5
万亿元、8 年超过 10 万亿元”的总体
目标，工业总量在全国排位有所上

升，工业结构和布局达到“两优化”，

发展能力实现“三提升”，形成传统

产业全面升级，先进制造业比重不

断增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

地的工业发展新格局。

彭清华强调，把广西打造成为

西南、中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核心在于加快新型工业化跨越发

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此，一定

要在工作中正确处理好总量与结

构、传统优势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

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的重大关

系。突出抓好五方面工作：一是实施

全产业链、滚动发展和开放引进“双

轮并进”、创新驱动、服务业提升等

“四项战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二是突出“双核”驱动，完善各具

特色、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三是打

好东盟和粤港澳“两张牌”，进一步

提升工业开放合作水平；四是充分

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增强

工业发展核心竞争力；五是坚持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工业跨越

与环境保护双赢。

彭清华要求广西各级各部门进

一步优化服务环境，为实现新型工

业化跨越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突

破瓶颈制约，着力化解资金之难，

突破能源之困，保障用地之需，解

人才之急。牢固树立打基础、利长

远的科学理念，加大扶持实体经

济，树立正确政绩观，优化企业的

经营环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主角

作用，积极营造“干工业光荣、企业

家英雄”的浓厚氛围；各级领导干

部要敢于同企业家打交道、善于和

企业家做朋友，积极主动为企业排

忧解难。

在此次工业发展大会上，广西

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就全面推进广

西新型工业化跨越发展作具体部

署。他要求注重科学统筹协调发展，

注重结构优化升级，注重质量和效

益，注重创新驱动，注重生态文明，

注重工业富民，努力探索走出一条

具有广西特色的现代工业发展之

路。奋力完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现代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加快推

动各类企业发展壮大、推进工业园

区发展、完善现代工业布局等重点

任务。要以 1000 个投资亿元以上的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重点项目建设为

抓手，扎实推进现代工业发展。

陈武强调，要优化发展环境，深

化改革创新，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

大政策扶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特别是

要建立完善减轻企业负担联动机

制，全面清理行政和事业性收费，坚

决制止和纠正“三乱”行为，切实做

到“十项禁止”，形成发展工业的良

好氛围和环境。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刘

利华在会上表示，工信部将在规划

布局、政策扶持、资金安排等方面给

予广西更多支持，共同推动国家在

广西规划布局和建设区域性生产制

造基地、加工出口基地、高新技术产

业基地等，加快广西工业和信息化

发展。

（本文根据广西工信委网站、广

西日报文字及相关会议材料整理）

本刊主编 黄山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彭清华

玉林 7个青年创业项目
首次获得 YBC资金扶持

见习记者 杜东远

法律规定，没有对诉讼保全物

进行价值评估，一般法院是不能违

法扣押财产的，但广东省广州市下

辖的县级市增城市法院在审理一

批案值 3300 万的股东合伙 纠纷
案，没有对诉讼保全物依法评估，

就查封了被告的企业、设备、土地、

别墅、公私账户，被告称这些被冻

结、查封的财、物市值 9000 多万
元，起码高于案值三倍，也明显高

于原告提供的担保物。

70 岁的阮潮坤是增城市新塘
镇仙村人、增城市仙村建城水泥厂

（下称增城建城厂）厂长。2013年 4
月，苦等了 5年后，阮先生终于盼来了
广州中院终审裁决书。

但是广州中院的终审判决后，

增城市法院不执行上级法院判决。

该院不但不实施资产解封、主持资

产评估，反而还要继续查封阮先生

的资产。

一起投资诉讼的蹊跷与悬疑
3300万案件扣押 9000万资产，合伙人却无出资证据，上级法院判决后 6个月未执行

其他股东并没有要求立即变更，

造成了贵港建城公司是阮潮坤一人

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表象。

据增城建城厂老工人张师傅向

记者介绍：阮潮坤是仙村的经济能

人，敢闯敢干。1980年，40岁的阮先生
带领本村几位年轻人，向村里租了一

块地，砸锅卖铁一手创办了增城建城

厂。经过二十年奋斗，增城建城厂在

生产规模、产品质量、经济效益等方

面都在增城市处于领先地位，被省市

上级有关部门授予“环保治理先进企

业”、“广东省优质品牌保护示范榜上

榜企业”、“中国市场水泥行业十大知

名品牌”等近 20种荣誉称号。该厂生
产的“丰用”牌水泥供不应求。

遗憾的是，曾经红火了 20多年
的增城建城厂，在 2008 年 3 月，因
国家产业政策调整而停产。

“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为实现产

业转移，延续建成水泥厂的辉煌，阮

潮坤在股东会议上说服众股东、果断

决策收购广西贵港市独山水泥厂，收

购后变更为贵港市建城水泥有限责

任公司（下称贵港建城公司）。

在建城水泥厂即将进行结业清

算之际，曾经与阮潮坤一起共享建城

水泥厂辉煌的另外 10位股东，因国
际金融危机不看好贵港建城公司的

前景，与阮潮坤产生了分歧，于 2008
年 11月将阮潮坤、增城建城厂、贵港
建城公司告上了法院。理由是阮潮坤

擅自转移增城建城厂资金，用于收购

贵港独山水泥厂。要求解除全部股东

的合伙关系、分配增城建城厂的资

产、退回收购独山水泥厂的资金。

阮潮坤说，收购贵港独山水泥厂

从接洽、考察到谈判、拍卖的整个过

程，股东们都在场。在办理相关转让

手续，成立贵港建城公司时，因国家

水泥生产许可证的政策限制，只能延

续原独山水泥厂的生产许可证。贵港

市工商局出于受让主体衔接顺畅的

考虑，建议先以阮潮坤自然人独资有

限责任公司的方式办理有关登记手

续，然后再变更增加其他股东。经办

人员、股东朱业汉的父亲朱和照以及

增城建城厂的张律师在征得贵港市

国资委和其他股东一致同意后采纳

了该方式。

贵港建城公司登记成立后，其他

股东也并没有要求立即变更，造成了

贵港建城公司是阮潮坤一人独资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表象，公司其他股东

在此案中据此控告阮潮坤贪污挪用

公款投资个人产业，也造成了该公司

在此案中作为阮潮坤个人投资的资

产而成为被告。

（下转第二十六版）

许可证成陷阱 合伙人变冤家

玉林团委书记陈天宁（右二）考察博白县亮亮集团创业项目

被增城法院查封后的贵港建城公司厂区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2012年以来，玉林市累计发放青
年创业小额贷款2761.02万元，扶持创

业青年922人，带动了3113人就业。

“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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