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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明天南山公园有场招聘会
百企万岗等你来！
本报讯（孙纲 浔阳晚报记者 祝冬平）1 月
13 日上午 9 时，九江市 2018“ 就业援助月”现场
招聘会将会在濂溪区南山公园隆重举行，标志
着 2018 年 我 市“ 就 业 援 助 月 ”的 序 幕 正 式 开
启。濂溪区、浔阳区、开发区和柴桑区就业局携
100 余家知名企业参会，现场提供近万个就业岗
位供城乡求职者选择，涵盖操作工、销售员和各
类技工岗位。
此次招聘会的主题为“就业帮扶，真情相
助，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援助对象是就业
困难人员、残疾登记失业人员和符合就业困难
人员认定条件的去产能中职工、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长期停产停工企业职工等人员。
活动由濂溪区人民政府、九江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九江市残联、九江市扶贫办主办，九
江市劳动就业局、濂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等六家单位承办。正在找工作的你不妨去看
看，兴许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

首张电子化营业执照
“诞生”
提升了企业注册登记的效率
本报讯（张帆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
“现
在真方便！我这张营业执照全程在手机上操
作，不用打一张纸就办好了！”1 月 8 日上午，在
浔阳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服务
大厅内，九江忆兴物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吕先生拿着刚领到的营业执照笑得合不拢
嘴。这是九江市首张利用身份识别系统进行
实名认证，无纸全程电子化营业执照。
省工商局云服务平台软件推出“无纸全程
电子化”
功能后，
浔阳区市场和质量监管局积极
推广，引导企业学习并充分运用此功能。企业
申请人只需关注“江西工商网上大厅”公众号，
用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并登录，上传身份证原件
正反面后，用摄像头扫描脸部进行比对和身份
识别，进行实名认证。认证完成就可对已通过
初审的企业进行电子签名，提交签名后即可到
窗口领取营业执照。
“无纸全程电子化”大大提
升了企业注册登记的效率，
真正做到
“一次办”
。

13 项文艺大餐让市民过瘾
有舞蹈剧、儿童剧、音乐会、演唱会、美食汇等

本 报 讯（刘 炜 红 浔 阳 晚 报 记 者
洪永林）刚刚结束的九江“两会”中，民
生关键词中特别强调大力发展“文化
惠民”工程。在 2018 年元旦、春节期
间，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九江“两会”精神，深入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有力推动九江市第三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增强
广大市民文化获得感、参与感和幸福

感，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活动涵盖面广泛，参与性强。如非遗：
九江市文化馆以“乐民、为民、惠民”为 “精髓·味道”——全市饮食类非遗项目
目的，力求活动多元化和创新性，表演
展览展示：包春卷，做春饼”等就是一项
者“有声有色”，观赏者“有滋有味”，为
连家庭主妇都能参与的非遗民俗活
九江广大市民奉献老少咸宜、雅俗共
动。此外，百姓剧场的少儿春晚、
“九江
赏的元旦春节文化大餐。
好声音”新春音乐会以及“浔城无处不
浔阳晚报记者从九江市文化馆获
芳菲”——七彩九江文艺社团精品节目
悉，截至目前，13 项丰富多彩的文艺活
汇演，都是能为市民朋友带去欢声笑语
动有的正在开展，有的已经准备完毕。 的文艺活动。

活动内容
一、红色文艺轻骑兵：20 场基层文化惠
民演出
时间：
1 月 6 日-1 月 25 日
地点：九江市文化馆各县（市、区）文
化活动基地
演出：九江市文化馆（提示：正在实
施中）
二、百姓剧场：舞剧《白毛女》
时间：
1 月 13 日晚 7：
30
地点：
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演出：上海芭蕾舞团（提示：本场为
九江银行新年专场）
三、百姓剧场：儿童剧《寻找》
（儿童版）
时间：
1 月 21 日下午 2:30
地点：
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
演出：星语语言中心（提示：本场演
出惠民票价 50 元，所得票房均用于成
人版《寻找》
“助乡村孩子看戏”公益巡
演爱心众筹，售票地点：市文化艺术中
心票务中心，
票务热线：
8182000）
四、非遗：与民同乐——九江市书法家
书赠春联
时间：
2 月 4 日下午 2：
30
地点：九江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
（提示：汇聚九江市中书协、省书协书法
家，免费领取）

五、
非遗：
“记忆非遗”书画摄影剪纸展
时间：2 月 4 日-3 月 4 日
上午 10:00-11:00
下午 15:00-16:0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九江文艺
展厅”
（提示：免费开放）
六、非遗：
“精髓·味道”全市饮食类非遗
项目展览展示：
包春卷、
做春饼等
时间：2 月 4 日下午 2：
3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书香长廊”
（提示：
免费品尝）
七、百姓大舞台：浔城无处不芳菲——
七彩九江文艺社团精品节目汇演
时间：2 月 4 日下午 2；3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提
示：在社会活动部免费领取入场券，咨
询电话：
13870283233）
八、百姓大舞台：小荷尖尖-九江市艺培
中心少儿春晚
时间：2 月 4 日下午 3:0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提
示：在艺培中心免费领取入场券，咨询
电话：18179249777）
九、百姓剧场：流行乐队演唱会（演出：
提线木偶乐队）
时间：2 月 10 日晚 7：3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提
示：在社会活动部免费领取入场券，咨
询电话：13870283233）
十、百姓剧场：
《孔江闽独唱音乐会》
时间：
2 月 21 日晚 7：3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提
示：在社会活动部免费领取入场券，咨
询电话：13870283233）
十一、
百姓剧场：
宋宪岳钢琴讲演
时间：
2 月 22 日晚 7:3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提
示：在社会活动部免费领取入场券，咨
询电话：13870283233）
十二、百姓剧场：
“ 九江好声音”新春音
乐会
时间：
2 月 24 日晚 7:3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提
示：在社会活动部免费领取入场券，咨
询电话：13870283233）
十三、百姓剧场：
《喜乐金宵——九江喜
剧人元宵节小品晚会》
时间：
3 月 2 日晚 8：
00
地点：市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提
示：本场演出为 50 元惠民演出，售票地
点：市文化艺术中心票务中心，票务热
线：8182000）

我省 30 个经济发达镇名单出炉

九江有 3 个乡镇入选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1 月 8 日，
我
省公布了 30 个经济发达镇名单，
瑞昌市码头镇、
修水县渣津镇、湖口县流泗镇 3 个乡镇入选，它
们将被赋予许多县级权限，其中，渣津镇为按照
经济发达镇标准进行培育纳入改革范围。
据了解，
经济发达镇的选取以经济发展水平
和潜力、城镇规模和人口吸纳能力、区位优势和
辐射带动能力、改革基础条件和内生动力等为标
准，
重点考虑县域次中心和历史文化名镇等特色
小镇，采取“培育+认定”的方式，经过自愿申报、
层层推荐、实地考察、择优遴选确定。此次入选
的 30 个经济发达镇，将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
政管理体制改革，
计划用 3 年左右时间完成改革
任务，
着力培育一批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
力的新型城镇。

我市获保障性
安居工程奖 1037 万元
本报讯（谢金彪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近
日，我市收到省财政厅下达的 2017 年保障性安
居工程奖励资金 1037 万元，其中，市中心城区
234 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奖励资金主要用于
对推进住房保障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市、县进行
奖励，重点用于项目建设及推进保障性安居工
程奖励。
本次资金的安排，
在以往对公租房、
城市棚户
区改造、
林业棚户区改造、
垦区棚户区改造等保障
性安居工程奖励的基础上，
首次对保障性安居工
程中的租赁补贴发放和信息系统建设进行奖励。

市图书馆给 4 所乡村小学送千册图书
如果你家有闲置图书，
可以到图书馆置换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林静 文/
摄）昨日，九江市图书馆工作人员、寻庐
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一行来到柴桑区涌泉
乡 4 所小学，给那里的孩子们带来了
1400 册图书和新年礼物，
孩子们拿到新
书都兴奋不已。
当天，
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寻庐文化
志愿者服务队分别来到涌泉乡黄洞小学、
报喜鸟涌泉村希望小学、
铁炉小学、
长岭
小学，
给每个班配备了100册图书和爱心
书架，
细心的志愿者还在书架两边塞满了
可爱的娃娃。每到一处，
孩子们立即围了
上来，看到新书，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
寻庐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史丽娟说：
“希望
这些图书能为孩子增添一些精神食粮，
让
读书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乐趣。
”
去年 12 月，
寻庐文化爱心助学基金
考察组继修水、
武宁之行后，
再次出发来
到柴桑区涌泉乡考察，了解当地孩子们
的阅读现状。志愿者走访了当地多所学
校，
了解到学校虽有图书室，
但是适合低
年级的小学生阅读的书籍不多，有的甚
至夹杂着言情、
星座占卜等书籍，
由于人
手有限，学校图书室开放时间很短。为
每个班级建图书角，让孩子们能读到更
多的书，也是老师们的心愿。孩子们渴

孩子们围着爱心图书角都非常兴奋
求知识的眼神和当地师生的心愿，让志
愿者们牵肠挂肚。走访一结束，市图书
馆工作人员、寻庐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就
开展行动，
按孩子们的年龄段，
分别配备
了适合不同年级的图书。
九江市图书馆书记杨晶告诉浔阳
晚报记者，为了有效利用身边“沉睡”的
图书，九江市图书馆、寻庐文化志愿者
们向广大市民发出倡议，希望大家能够

把闲置的 1-3 年级课外书籍捐赠给那
些热爱学习、渴望书籍的边远地区小朋
友们，此外市民也可以通过九江市图书
馆一楼的图书捐赠换中心置换所需要
的图书。
捐书地点在九江市图书馆社会工作
部，换书地点在九江市图书馆一楼图书
交换中心，每周日 14:30—17:30 对外
开放。

天海酒店（长江一桥怡峰店）试营业期间！新会员住一送一；老会员到店立减20元！ 订房热线：0792-8380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