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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林彬杨对做好全市宣传工作提出要求

讲好九江故事传播好九江声音

本报讯（记者 龙群）3 月 12 日，全市宣
传部长会议在浔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全省
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和市委副书记、市长林彬
杨对做好今年全市宣传工作的要求，总结去
年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潘熙宁出席会议并讲话。
林彬杨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扎实做好宣传工
作。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二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各级党委要牢固树立主体责任意识、阵地意
识，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加强传

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加快媒体融合发展，进
一步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三要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一项综合性很强
的重要工作，要以此为契机，深化“五大创
建”活动。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建设，毫不放松抓好师德师风和学校德育工
作。四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紧紧围绕市
委中心工作，进一步讲好九江故事，传播好
九江声音，展示好九江形象。加大历史文化
保护，齐心协力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
断增强九江的文化自信和思想自觉。
潘熙宁指出，过去的一年，全市宣教系
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涌现了一系列理论工作亮点，压实了一系列
意识形态责任，打响了一系列正面宣传战
役，推出了一系列文明创建举措，取得了一
系列文化发展成果，培育了一系列德育工作
典型，为新时代九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潘熙宁强调，
面对新时代新任务，
各地各
部门要以奋斗的姿态做好以下工作：突出理
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入人心；
狠抓责任落实，
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壮大主流舆论，
营造新时
代九江全面发展的浓厚氛围；
强化价值引领，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
文化自信，努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加强领
导，
充分展现新时代宣教系统新气象新作为。

全市
“师德师风建设年”
活动总结表彰会召开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童颖冰 樊绍
红）3 月 12 日，九江市举行“师德师风建设
年”活动总结表彰大会，会议总结 2017 年全
市“师德师风建设年”活动情况，部署 2018 年
师德师风建设新任务，会议由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熊颖主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陈则仁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会对全市 22 名“师德师风标兵”，100
名“师德师风先进个人”，32 所“师德师风先
进学校”，9 个县（市、区）进行了表彰。

会议传达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潘熙
宁在全市宣传部长会议上谈师德师风建设
的讲话精神，强调要坚持不懈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健全师德建设机制，对违反师德师
风行为实行“零容忍”，着力解决学生课外
负担过重、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有偿家教
和办班、利用学生信息资源谋利等问题，让
全市师德师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
会议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促进
教育发展的核心，2018 年，师德师风建设是

优化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加强教师
自身修炼，多阅人阅事阅书；树立先进典型
引领，多研学研教研修；加强教师职业道德
的约束力，要进一步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和
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把师德考核制度贯穿
于师德师风建设的全过程，体现在各环节，
落实到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中。进一步建
立完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师德师
风违规行为查处力度、加强师德师风问题问
责力度。

九江经开区试水
“证照分离”

今起未来 7 天
我市迎
“双降”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黄梦如）在
经历了多日的艳阳高照后，春雨又开始
“心痒痒”要和我们见面了。昨日，浔阳
晚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悉，今日开始的 7
天，我市将有两次降水过程，过程风力还
将加大，气温也将逐渐下降。
据预测，受高空低槽、西南暖湿气流
和地面冷空气影响，13～20 日我市将有
两次降水过程，分别是 13～15 日、18～19
日。其中，14 日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并伴有雷电；18～19 日阴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并伴有强雷电，过程降温 6～8℃，
风力加大，江湖水面和平原河谷阵风 7～
8 级，水陆交通、高空作业应在此期间注
意安全，农作物棚架、广告牌、临时搭建
物注意提前采取加固措施。
具体天气预报：13 日，小雨，13 到 23
度；14 日，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伴有
强雷电，15 到 20 度；15 日，阴有小雨，10
到 20 度；16 日雨停转多云，6 到 17 度；17
日白天多云，夜间转小雨，10 到 17 度；
18～19 日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
雷电，阵风 7～8 级，7 到 12 度；20 日雨停
转多云。

江西老字号产品
“舜叶”
茶开园采摘

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改革”100 项业务审批

在九江经开区创业再迎重大利好！近日，浔阳晚报记者从该区“证照分离”培训会上获悉，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文件
精神，经市政府批准，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九府厅字〔2017〕254 号）日前正式发布。参照上
海自贸区“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内容，九江经开区对应改革事项有 100 个。其中，完全取消审批的有 5 项，取消审批改为备案
的有 4 项，实行告知承诺的有 22 项，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的有 36 项，加强准入监管的有 33 项。此举主要是通过先行先试
“证照分离”
，
更好地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打通企业进入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
□尹瑜 浔阳晚报记者 包四华

解决“办证难”
，经开区获准复制上海“证照分离”改革经验
“浦东新区在
‘证照分离’
改革前，
国际一
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要从事需许可
线品牌化妆品企业只有 10 多家，而在改革
的生产经营活动，再到相关审批部门办理许
后，因为审批简便，一下子就迅速增加到了
可手续。该负责人表示，统筹推进“证照分
200 多家，
许多国际大品牌在国外与国内是同
离”和“多证合一”改革，目的是进一步破解
步上市，
而在以前，
国内至少要延迟两三个月 “办照容易办证难”
、
“准入不准营”等突出问
的时间。有的企业在办证办照审批前得需要
题，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方便企业和
3 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最快只需要 1 天就可完
群众办事，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成，
这就是改革带来的便利。
”
培训会上，
九江 “证照分离”改革降低了企业市场准入门槛，
经开区有关方面负责人表示，这次的试点就
可以更好地激活公众的创新创业活力，实际
是将上海自贸区
“证照分离”
的好做法在九江
上也是把事中事后监管的“麻烦”留给了政
经开区复制推广。根据省政府的部署，试点
府部门，政府管理部门要将从“事前审批”向
期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2月 21 日。
“事中事后监管”为主的方向转变。目的就
这也就是说，如果想创业的人，只要先
是要营造宽松便捷的准入环境、公平竞争的
到工商部门领取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从事
市场环境。

激活创新创业活力，
经开区“松绑”
100 个审批事项

在《实施方案》明确改革试点的 100 项
行政审批事项中，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等重大公共利益
外，能分离的许可类的“证”都分离出去，进
一步简化许可程序，放宽准入门槛，激发市
场活力。
“有 5 项行政许可是直接取消审批，实
行行业自律管理，允许企业直接开展相关经
营活动。有 4 项是由审批改为备案，企业将
相关材料报送政府有关部门后，即可开展相
关经营活动，政府部门不再对备案材料进行
核准或许可。”据介绍，对暂时不能取消审
批，但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
批条件的行为且不产生严重后果的 22 项改

革事项，简化审批实行告知承诺制度；对暂
时不能取消审批，也不适合采取告知承诺制
的 36 项改革事项，提高审批的透明度和可
预期性；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
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
产安全等特定活动的 33 项改革事项，按照
国际通行规则，加强风险控制，强化市场准
入监管。
《实施方案》还明确要充分发挥诚信制
度在确定告知承诺对象、实施批后监管中的
作用。对于有不良记录的，不实行告知承
诺；对承诺不实的，依法记入不良记录，并对
该申请人、被审批人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
批方式。

链接：
“证照分离”
本质是“先照后证”
“证照”是企业进入市场的两把
“钥匙”。所谓“照”，是指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而“证”，
则是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经
营许可证。
在“证照分离”改革之前，许多
行业主管部门将自己的审批置于
工商登记之前，且规定了很多严格
条 件 。 举 例 来 说 ，要 开 一 家 餐 馆 ，
必须先到食药监部门办理餐饮经
营许可证，然后才能到工商和市场
监管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取得
市场主体资格。
然而，企业在取得营业执照之
前，因资金筹措、员工招募等面临诸
多困难，往往难以具备经营许可证
设定的条件，而领取营业执照要求
必须先具备这些许可条件，于是陷
入互为条件的死结，极大地影响了
效率。
“证照分离”就是先赋予市场主
体资格，而后申请相关的经营资格。
目的是把商事主体的经营自主权还
给商事主体本身，从而划清政府与市
场的边界。
（九江经开区 100 个改革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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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茶工人正在采茶。
采茶工人正在采茶
。
本报讯（余春泉 浔阳晚报记者 吴
业园 文/摄）三月的春季，是春茶上市的
季节。这不，位于湖口县舜德乡的江西
舜叶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千亩茶园在
上周六开园釆摘了，江西老字号产品“庐
山云雾·舜叶茶”
新茶即日面市。
江西舜叶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秉
承“一杯舜叶，一份健康，一生朋友”的理
念，坚持有机种植，无农药、无化肥，生产
的舜叶茶 2015 年获“江西老字号”称号；
2016 年被评为“国家绿色食品”。该公司
非常重视对茶园进行精细化管理，
适逢今
年春早，雨水充沛，升温快，在鄱阳湖水
汽、屏峰山雾气和原生态无污染空气的相
互作用下，
舜叶茶长势喜人。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为了迎接新
茶上市，该公司做足了功课，对生产、加
工、销售进行了周密安排。在舜叶茶生
产基地，釆茶工人严格按照优质茶叶标
准，采摘鲜叶；在舜叶茶加工车间，分拣
工人以两片齐叶包住中间嫩芽为标准,剔
除茶托，保留两叶一心，细心分拣；制茶
技师利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对茶叶进行
杀青、揉捻、理条、焙干等工序的标准化
加工，
一丝不苟，
严谨操作。
“舜叶”茶味道香浓，口感甘醇，市场
占有率高。
“舜叶”新茶上市，让众多嗜茶
者充满期待。俗话说“喝茶要新，喝酒要
陈”，舜叶茶的色、香、味、形，辅以纯正工
艺，给人以“崭鲜喷香”的感觉。舜叶茶，
作为近年来市民自用送礼两相宜的茶
品，已成为茶叶众多品牌中的一骑“黑
马”，众多品牌中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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