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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领分红权证
日前，
崇义县扬眉镇中坑口村贫困户钟萃棍，
从村委会领到了光伏发电项目分红权证。该村整合
帮扶资金 56 万元，
建起了 80kw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
村里的 86 户扶贫户在脱贫攻坚期内，
每户每年可
享受 500 元的光伏发电效益分红。

彭良龙 记者余书福 摄

我省下达 1100 万元补助资金

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领域
本报讯 （特约记者林新） 逐年递增。对此，
我省先后出台
记者日前从省民政厅获悉，今
年我省已下达 1100 万元补助资
金，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

务领域，推动社会力量成为养
老服务业发展的主体。
截至今年10月，
全省共有养

老院 1840 家、床位 17 万张。目
前，
我省已有650万老年人口，
且

等，
并且在土地政策、
财税支持、

了《关于全面提升养老院服务质

投融资服务、人才支撑、服务组

量的意见》和《关于全面放开养老

织等五个方面给予鼓励。

服务市场的实施意见》两个文件。

对利用闲置资源发展养老

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服务设施的养老机构，我省将
社会力量愿意进入的一切养老

在土地出让金补缴、土地性质

服务领域都可以进入，
包括参与

变更、使用功能变更等方面赋

公办养老机构改革、
社区和居家

予更大的自主空间，特别是鼓

养老服务、发展医养融合设施

励各地探索非营利性养老机构
经营困难期有序退出和探索先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租后让、租让结合的养老项目

各参保单位、参保人员：
根据统一安排，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赣州市社会保
险事业管理局搬迁至兴国路 55 号赣州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一
楼（业务经办）、十楼（局领导、基金管理科、秘书科）办公，查
询 退 休 人 员 档 案 仍 在 文 明 大 道 41 号 。 如 有 不 便 ，敬 请 谅
解。 新地址：兴国路 55 号，联系电话: 8111676 ，公共交通：
28 路、32 路、37 路、135 路、138 路 。
特此公告
赣州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2017 年 11 月 14 日

3000 元、5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

供地办法。普通型、
护理型民办
养老机构分别按核定床位每张
次性建设补助，租赁用房、公建
民营的减半补助。

江西落实万名
生态护林员
人均补助标准每年1万元
中国江西网消息 记者
从省林业厅获悉，近日，我省
下达 2017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生态护林员转移支付资金

1.05 亿元。目前，我省在 31
个县（区、市）共落实生态护

林员 10500 名，
人均补助标准
为每年 1 万元。

我省今年继续选聘生态

护林员，包括去年 24 个集中
连片困难地区和国家扶贫开

发工作重点县，
将重点生态功

能区的其他 7 个县（崇义县、
信丰县、
大余县、
龙南县、
定南

为破解融资难，我省提出

县、
全南县、
婺源县）也纳入建

设立江西省养老产业投资基

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

金，筹建江西省养老产业投资

实 施 范 围 。 同 时 ，在 去 年

有限公司。同时，明确在信贷、
发行债券、担保等方面对养老
机构给予支持。

7000 名生态护林员指标上新

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
林员3500名，
共计10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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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全国文

断巩固文明创建成果。今年 4

本报讯（欧阳凌峰 记者
赖天然）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
能转变，
优化发展环境，
根据
《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
许可事项的决定》及近期相
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情
况，市政府日前决定，取消 4
项行政许可事项，转变管理
方式 1 项，调整 1 项和增加 1
项行政许可事项。
市政府决定取消的行政
许可证事项包括：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审批、在林区经营（含加
工）木材审批和权限内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市政府决定转变管理方
式的行政许可事项为权限内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
该
事项转变为备案管理事项。
市政府决定调整的行
政许可事项为权限内企业
投资项目核准，具体包括 12
个子项目。
市政府决定新增的行
政许可事项为“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道路运输
许可及驾驶员从业资格许
可”，具体包括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经营许可、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许可和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
从业资格认定 3 个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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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获评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