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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近日，
我省公示了“2017年江西省休闲农业品牌创
建名单”，拟认定 20个村为江西省美丽休闲
乡村、53家企业为江西省星级农家乐、10家
农庄为江西省十佳休闲农庄、10条线路为江
西省休闲农业十大精品线路，其中我市 2个
乡村、7家农家乐、1家休闲农庄、1条休闲农

业十大精品线路获选。
据了解，我市永修县易家河村、柴桑区毛

桥村获评“江西省美丽休闲乡村”；获得江西
省星级农家乐的九江企业中，江西省澜德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九江绿康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获评五星级农家乐，九江县劲松生态园有
限公司、武宁县甫田乡平尧寿新家庭农场、农

夫农生态园（九江市农夫农生态发展有限公
司）获评四星级农家乐，濂溪区狗獾垅家庭农
场、九江绿色沙洲生态农庄有限公司获评三
星级农家乐；武宁县阳光照耀29度度假区（江
西省花源谷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获评“江西省
十佳休闲农庄”；九江市美丽乡村采摘体验游
为江西省休闲农业十大精品线路。

江西“最美”休闲乡村出炉
我市永修县易家河村、柴桑区毛桥村上榜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吴业园）金湖
乡五合村党支部书记熊贻炀优亲厚友，江
益镇红林村审核扶贫项目把关不严，共青
城市委社会工作部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
任熊云违反群众纪律。近日，共青城市纪
委监委通报了 3起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典型案例。

金湖乡五合村党支部书记熊贻炀优
亲厚友等问题。2008年 11月，五合村党
支部书记熊贻炀明知其叔叔熊某某不符
合低保申请条件，仍然为其申请低保，截
止到 2017年 10月，熊某某共违规领取低
保金 1.45 万元。另外，熊贻炀在五合村

“两违”建筑管控中工作不力，负有领导责
任，熊贻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规
发放的低保金已被追回。

江益镇红林村审核扶贫项目把关不
严问题。2016年 10月，红林村村民邵某
某用已投产的蛋鸭养殖项目，违规申报
产业扶贫资金 7万元。红林村委会主任
陈德刚审核把关不严，负有主要领导责
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江益镇干部蔡起
君为邵某某违规申报提供便利，受到诫
勉谈话；江益镇综治办专职副主任刘国
强监管不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受到诫
勉谈话；违规发放的扶贫项目资金已全

部追回。
共青城市委社会工作部新农村建设

办公室主任熊云违反群众纪律问题。经
共青城市委专项巡察组发现，并经调查核
实，2017年 4月，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
熊云介绍施工队给苏家垱乡大桥村承建
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项目未果；12月初，
该项目需拨付建设进度资金，熊云迟迟不
予拨付，并将该建设点村民理事长电话号
码拉入“黑名单”，作风简单粗暴，在群众
中造成恶劣影响，熊云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目前，定子垅新农村建设资金已按进
度拨付到位。

本报讯（张镘雯 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
如）3月1日，九江市涉农资金监管平台正
式上线，标志着我市开启了涉农资金监管
的崭新局面，财政资金的智慧化监管迈上
了新台阶。

当日 10 时，九江市涉农资金监管平
台上线仪式在九江市财政局举行。上线
仪式上，采用市县同步视频的方式，市直
有关部门领导、市财政局副科以上干部参
加了主会场的仪式，全市各县区涉农资金
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及有关人员在本地分
会场同步收看。还在现场播放了《九江市
涉农资金监管平台》专题片，对平台操作
进行了现场演示。

九江市涉农项目资金监管平台是集
涉农项目资金“报备备案、公开公示、预警

监管、信息共享、政策宣传、统计分析”为
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信息化平台，具有强
大的检索查询功能和预警监管功能。任
何人可通过互联网、手机APP、公众微信
号登录平台。

据了解，平台功能分为前台和后台
两个部分，前台开放给老百姓查询涉农
资金有关信息、相关政策法规，进行举
报投诉等。后台提供给各涉农资金主
管部门实现“录入、审核、发布、统计、比
对、预警”六大管理功能。市县两级纪
检、审计、监管部门可通过平台实现对
涉农资金的实时监控、全程跟踪，发现
涉农资金在使用、管理、分配等方面潜
在的问题线索，实现对涉农财政资金的
全方位预警监管模式。

我市自2017年10月起正式启动监管
平台建设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和市纪委的强力推进下，在各级各有关
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历时 5个月，已全面
建成并经过了为期一个月的试运行。截
至目前，已有498个成员单位、224个乡镇
街道纳入平台监管，已录入信息 180余万
条，发布 170余万条，录入项目 1.2万个，
已发布 5000多个，发布的涉农项目总计
9.6亿元，惠农补贴15亿元。

作为我市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涉农
资金监管平台的成功上线对于进一步促
进阳光理财，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农
民群众利益，从源头上防治微腐败；密切
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团结
有重大意义。

九江市涉农资金监管平台正式上线

共青城市通报3起扶贫领域违纪问题
相关新闻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以
发展为主线，以项目为抓手。2017
年，濂溪区城乡建设取得新成就，实
现新跨越。一年来，全区一批城市综
合体蓬勃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加快推
进，围绕棚户区改造等重点工作，一
批管线迁移有序进行，边街小巷整治
成效显著。

据了解，2017 年濂溪区投入 1.5
亿元新建和改造了一批教育基础设
施，将于 2018 年 9 月全部投入使用；
完成了仪表厂、九柴社区、大楼社区
及柴桑支路等边街小巷的改造工程；
拓宽九莲南路下穿昌九高速路十里
桥通道，前进东路路面改造完成，海
后段积水点改造、赣北木材厂防涝排
涝泵站工程、琴湖大道互通项目等市
重点城建项目快速推进；联盛十里老
街、万达、新天地为主的一大批城市
综合体开业运营，禧徕乐一期全部建
成并新引入铜锣湾广场，综合体完成
投资约 35亿元。保利、美的、碧桂园
等知名房地产相继落户，颐高产业
园、庐山国际、奥克斯缔壹城、龙庭花
园等地产项目加快建设。

同时，全区城市建设突出重点，
创新求变，攻坚克难，围绕“两河”治
理和工业园区基础设施改造等重点
领域推进工作，取得实质成效。开展
了两河水环境整治，对两侧直排污水
口进行截流，清疏濂溪河学院段河内
淤泥，完成芳兰湖上游支流污染源普
查调研工作，稳步推进了第一污水处
理厂一级A标改造工作，完成了生态
工业城道路雨污水管道现状排查工
作，并制定了管道分流改造方案。

2018年，全区还将加快建设新型
城区步伐，加大城区综合整治改造力
度，为打造美丽繁荣文明幸福的濂溪
区而努力。

2017年濂溪区
城市建设实现新跨越

本报讯（金天婵 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
如）“您好，我是鄱湖明珠服务台的工作人
员，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春运期间，在
九江火车站临时候车棚的入口处，“以服务
为宗旨，待旅客如亲人”十二个大字十分醒
目。在服务台周围，围满了询问车次、寻求
帮助以及办理失物招领等业务的旅客。

春运期间，九江火车站创新工作模式，
主动将“鄱湖明珠”服务台前移至广场入
口，进一步提升了服务台做好协助旅客出
行工作的能力。九江火车站通过前期调查
研究，从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出发，在售票厅
和进站口均设置了服务台。服务台实行

“1+2”即一名加岗客运值班员加两名青年
志愿者的工作模式，保证服务台工作不断
档，服务触角得到延伸。据统计，春运以
来，站内“鄱湖明珠”服务台共帮助老弱病
残幼等重点旅客400余人，找回遗失物品价
值近2万元，获得旅客们的一致好评。

本报讯（黄安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
近日，江西省发改委公布全省 2017年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名单，九江经济技
术开发区位列区域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
范基地之一，成为该区继智能家电产业成
功获批省级重点工业产业集群、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成功获批省级首批军民融合产业
示范基地后又一特色名片，创业创新平台
建设不断发展升级，为该区聚力“五年实现
财政收入和工业总量两个倍增”奋斗目标
注入新动能。

2017 年，九江经开区加快建设了“九
江新兴产业双创示范基地”，采取引进、
培育、共建等途径，支持骨干企业建立研
发机构，厦门大学九江研究院、泰启力飞
石墨烯、怡杉智慧环境等项目成功落户，
实现了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了产业迈
向中高端。积极整合平台资源，提升“双

创”水平。恒盛科技孵化器新引进项目
68 个，入园企业达到 394 家，微盟创客咖
啡、慧龙青创园、万其双创园等创新平台
快速发展，恒盛众创空间获批国家级众
创空间。

创新创业再发力。该区将以获批省级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为契机，下一
步将重点在完善“双创”载体支撑、提升“双
创”公共服务能力、促进产业与“双创”融
合、加大“双创”人才引进培养力度、优化创
新创业生态和强化重点工程支撑等 6个方
面不断发力。全力集聚创新创业优势资
源，探索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制度
环境，将九江经开区建成能够辐射周边，以
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创新型企业孵化、产学
研协同创新、“双创”人才培训培养、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为支撑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
范基地。

九江经开区
获批省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九江火车站
帮助旅客400余人

英语四、六级考试
本月12日开始报名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叶涛）昨
日，浔阳晚报记者获悉，江西省 2018
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笔试和口试将分别于6月16日和5月
19日-20日举行。3月 12日 8时至 3
月 19 日 18 时，考生可进行笔试网上
报名、修改考生信息、网上缴费等。4
月23日9时至5月3日17时进行口语
考试报名。

据了解，考生应在规定的报名时
间内在江西省教育考试院网站上进
行网上报名、缴费。我省CET只接纳
省内全日制高校在校生报名，各考点
不得接纳社会考生及外省高校在校
生报名；已设考点的院校在校生严禁
跨校报考。

在报名资格方面，省内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在校生，全日
制成人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在校生，
在籍研究生，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
可报考 CET4；修完大学英语六级课
程 且 CET4 达 到 425 分 的 可 报 考
CET6。报考日、德、俄语六级考生，对
其对应语种四级成绩不做要求。值
得注意的是，凡参加本次笔试报名成
功的考生均可参加本次相应级别口
语考试报名，不再有笔试成绩分数限
制。但没有报考本次笔试的考生不
能报考相应级别的口语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