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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任务

【时间进度】
●七月底前

完成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制定出台《江西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
办法（试行）》等10项任务。
●八月底前

完成公布省政府部门行政责任清单、编制并公布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
单等6项任务。
●九月底前

全面清理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完成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建设，统一开发“江西省企业监管警示系
统”和企业公示平台、业务平台等2项任务。
●十月底前

完成研究编制市县政府权力清单规范指导版本等1项任务。
●十二月底前

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完成江西政务服务网省、市、县三
级联网运行等41项任务。
●全年工作

及时衔接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完善省政府部门行政权力
清单等29项任务。
●跟进国务院相关工作进度

清理规范省级各类涉企证照、抓紧制定我省的政府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等 5 项任务。

一、行政审批改革
●衔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
△落实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
△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省本级行政审批事项
△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全面建立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
△抓紧编制并公布省级责任清单
△研究编制市、县（区）权力清单规范指导版本
●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和改进行政审批工作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压缩行政审批时间
△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约束自由裁量权
●清理规范省级各类涉企证照
●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公布保留的省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加强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督检查

二、投资审批改革
●进一步取消和下放投资审批权限
●制定并公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及强制性中介服务事项目录清单
●简化投资项目报建手续
△大幅减少申报材料，压缩前置审批环节并公开审批时限
●制定《江西省政府核准和备案投资项目管理条例》
●建立投资项目纵横联动协同监管机制
△加快建立部门协同放权机制，落实限时办结制度
●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
△加快全省网上审批系统建设 △推进我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设

四、收费清理改革
●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工作
△制定出台我省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
●取缔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
●清理规范按规定权限设立的收费
●清理规范具有强制垄断性经营服务性收费
●整顿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全面清理省直涉企收费项目
△对本部门、本系统、所属事业单位、主管的行业协会、商会及举办的企业

的涉企收费项目开展全面清理
●编制并公布全省收费目录清单
△公布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公布全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指导和督促市、县（区）政府开展收费基金清理规范工作
△各市、县（区）政府要公布取消、调整和规范本地区收费基金的政策措施
△公布收费目录清单
●开展收费监督检查，查处乱收费行为

三、职业资格改革
●清理规范职业资格
△做好国务院取消职业资格许可认定的衔接工作
△组织开展我省自行设置的职业资格清理工作
●研究建立职业资格目录清单制度
△我省的职业资格实行目录清单管理，规范各类职业资格设置管理，建立

职业资格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

五、商事制度改革
●实施“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积极推进“一照一码”改革
△推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在我省商事制度改革中的有效运用
●推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对涉及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进行一次全面清理
△严格执行注册资本认缴制、企业年检改年报等各项改革措施
●落实“先照后证”改革
△制定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严格执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的意见
△公开保留的前置审批事项目录
△加快推进与“先照后证”改革相配套的管理规定修订工作
△推行工商注册登记网上并联审批改革，实现网上办理和并联审批
●推进外商投资工商注册便利化
●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建设我省小微企业名录 △建立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信息互联互通机制
●推进企业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建设
●进一步放宽住所登记条件
●开展简易注销试点
●开展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试点工作

六、教科文卫体改革
●落实好教科文卫体领域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
●推进教育领域改革
△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和试验区建设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研究制定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实施意见，优化

教育布局和结构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制定出台《江西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管理办法（试行）》
△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业 △深化科技计划管理改革
△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健全协同创新体系，打造众创空间
●推进文化市场领域改革
●深化卫生计生体制改革
●深化体育领域改革
△建立完善优秀运动员上大学长效工作机制 △改革完善体育赛事管理制度
△研究制定实施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精简赛事审批
△制定出台我省足球改革发展规划，抓好校园足球、职业足球和专业队伍建设
△强化体育公共服务职能，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力度
●强化新闻广电监管与服务
△推进我省报网、台网的融合 △落实制作和出版分开实施办法
△制定我省落实新闻出版主管主办、许可准入和年审年检要求的实施办法
△制定允许社会资本以控股方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改制经营的办法
△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吸收和引进民间资本投
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产业

△继续推动新闻媒体采编经营两分开, 加强对采编播重要岗位的管理
△推进广播电视全覆盖工程建设，完成地面数字电视改造和直播卫星户

户通工程任务

七、提升优化政府服务,切实强化改革保障机制
●切实提高政务服务效率 ●深入推进监管方式创新
●搭建为市场主体服务的公共平台

【主要内容】

（制图/黄继妍）

本报吉安讯 （通讯员汪麟明、邹清
华）自“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以来，
吉安市按照“三严正己、三实为民”的要
求，坚持边学边查边改，让“严”的精神
和“实”的品格不断融入党员干部的“血
脉”，有力助推了全市经济持续增长。
上半年，该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长位居全
省前列，其中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
等5项指标增幅居全省第一。

为高质量推进专题教育，吉安坚
持以学促知，把深化学习、深化认识、
提高党性觉悟摆在专题教育的重中
之重，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传承红
色基因，在用好党课“传家宝”、学好
正反案例“活教材”、开好专题研讨
会、查准“不严不实”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等方面抓实抓细，切实把“三严
正己、三实为民”的要求立起来，拧紧
党员干部思想“总开关”，以思想自觉

引领行动自觉。5 月底开始，各级领
导 干 部 纷 纷 选 择 分 管 领 域、挂 点 县
区、扶贫点上，开讲高质量的专题党
课，有 1260 名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
部上了专题党课。

为推动党员干部更好地践行“三严
三实”，吉安将专题教育与做好当前改
革发展稳定以及精准扶贫等各项工作
结合起来。该市紧扣“三大工程”，突出
扶贫开发主题，全面推行“双联系双服
务”制度，全力助推当地百姓脱贫致
富。目前，全市各级机关在基层建立联
系服务点 5653 个，44630 名机关党员干
部共组成“双联系双服务”小组4422个，
走访群众104317户，结对帮扶39571户，
帮办实事好事14999件。该市全面推广
井冈山市“干群心连心，点亮微心愿”活
动做法，目前全市共领认并帮助群众实
现“微心愿”16622个。

暑期伊始，江西警察学院“标杆中队”侦查系1313中队来到南昌“南大门”——南昌县
广福镇开展三下乡活动。学生针对当地地处多县交界处、治安形势复杂的特点，结合自身
所学的公安专业知识，利用宣传展板、进课堂讲课等形式，向村民和留守儿童讲解赌博和吸
毒的危害，以及防诈骗、防拐卖、防火灾、防溺水、防传销等常识。 本报记者 杨 静摄

“三严”正己“三实”为民

吉安“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深入推进

学以致用

本报铅山讯（记者严若虚 通讯员
陈万民）近日，铅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一片繁忙景象，自7月10日全省“贫困大
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工作正式开启以
来，该中心便按照有关程序，为贫困大学
生办理申请贷款手续。根据前期走访核
实的情况，今年该县预计突破1000人，个
体申请贷款最高金额为8000元。

该县围绕“不让一名学生因为经济
困难而辍学”的工作目标，根据国家助
学金实施细则，认真收集、汇总贫困学
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生源地贷款需求等
信息，并以此作为发放助学金的主要依
据。多年来，该县全面扎实地开展为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减负”工作，实现了贫
困学生资助工作全覆盖，受到群众好
评。今年上半年，该县完成发放义务教
育寄宿生生活补助2839人、164万元，高
中国家助学金1253人、93万元。

铅山实现贫困学生
资助全覆盖

A4

（上接Ａ1版）岁月沧桑，昔日的
枪林弹雨已归于宁静。7月28日，记
者登上万家岭战役战场远眺台，远
处郁郁葱葱的山头，早已看不到硝
烟弥漫的痕迹，但隐藏在树底下的
战壕痕迹，记录着当初尸横遍野、血
流成河的残酷战争。村民们说，当
年如果没有万家岭大捷，省府南昌
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备战或作撤离准
备，日军沿南浔线直捣过来，南昌很
可能变成第二个南京而惨遭屠戮。

今天，熊金香老人格外珍惜空
气中的宁静。“希望以后永远不要有
战争！”这是一个经历过战火纷飞的
老人对于未来的期许，也是这段苦
难的历史对于人类最好的启迪。

背景链接：万家岭大捷又称德
安大捷或南浔大捷。1938年10月，
在江西德安县磨溪乡万家岭一带，
中国军队在薛岳指挥下，与日军进
行包围与反包围，演绎出一场空前
大捷，于南浔路战场几近全歼日军
第 106 师团，史称“万家岭大捷”。
至今，当地还流传着“山不在高，歼

敌则名”的佳话。
专家点评（王需民，万家岭大捷

研究会名誉会长）：万家岭大捷是中
国军队在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疯狂
进攻节节败退，在上海、南京、九江相
继失守，武汉面临包抄的情况下，由
薛岳等将领组织指挥并完成的一次
大胜仗，是败中求胜的一次壮举。日
军整整一个师团几乎遭到灭顶之亡，
在日本陆军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次大捷，充分体现了国共两
党共同领导全民御侮、抗击日军的
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值得国人永
远为之骄傲。时任新四军军长的叶
挺将军评价此战：“欣悉南浔大捷,
尽歼丑类,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
保障，并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
名当垂不朽。”当年八路军参谋长叶
剑英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中
称：这一战役“发挥了并且超过了忻
口、平型关、徐州（台儿庄）等战役的
优点，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获得更大
的歼灭效果”，誉之为“南浔以西的
伟大胜利”。

（上接Ａ1版）着力打造阳光信访、责任信
访、法治信访，推动“逐级上访”和“访诉
分离”，以改革的正能量驱动信访形势持
续稳中向好，不断提高信访工作水平。

切实打好信访维稳攻坚战

（上接Ａ1版）构建低碳循环的绿色工
业体系。重点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工业
重点产业集群，推动光伏、医药、电子信息、
船舶、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节能环保、
食品、信息消费等产业发展；推动有色、建
材、医药、冶金等传统产业的延链补链，继
续保持硅衬底LED、航空、能源新材料等新
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势头。目前，我省积极
支持南昌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并设
立专项资金，集中支持推进南昌高端装备
制造业发展；积极推动景德镇直升机产业
集聚区建设，启动了集聚区今明两年拟建
重大项目收集储备工作；完成中国南方稀
土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工作，并成功挂牌。

构建生态有机的绿色农业体系。严守
质量标准，提升品牌形象，壮大龙头企业，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粮食总产基本稳
定，今年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
间工程建设项目总投资6.3亿元，计划安排
在33个县（市、区）实施，建设规模42万亩。

构建集约高效的绿色服务业体系。
出台《江西省服务业发展提速三年行动计
划（2015-2017年）》和《关于加快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实施
意见》，共推进100个省级服务业重大项目
建设，启动新一轮省级服务业龙头企业和

服务业集聚区认定工作，重点推进省供储
物流中心、赣州物流港、宜春经开区物流
中心、赣湘国际物流港等重点物流项目建
设。推进南昌、赣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
市建设，积极培育特色电商产业集聚区。

记者手记
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样板，必须加

速推进绿色崛起。生态是江西最大的财富、
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品牌。只有走绿色、循
环、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实现最大经
济社会效益、最小环境代价、最合理资源消
耗的有机统一。

绿色崛起的基本路径在于推动和实
现绿色发展。我们要紧紧围绕大幅度提
高经济绿色化程度这一发展重点，坚决不
走粗放式增长路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采取更为有力有效的措施，加紧制定
绿色规划、发展绿色产业、实施绿色工程、
打造绿色品牌。

加快构建低碳循环的绿色工业体系、
生态有机的绿色农业体系、集约高效的绿
色服务业体系，加快实现绿色 GDP，是一
场深刻的发展变革。只要下定决心、保持
定力，坚韧不拔地向前走，才能开拓“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融合共生的新境界。

（上接Ａ1版）2014年，该县经济社会发展
保持良好势头，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两位
数增幅，被评为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

心系民生：老百姓盼什么，
就优先解决什么

“老百姓想什么、盼什么，我们就要
优先解决什么。群众点题，干部答题。”
张祯祥坚信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
提出只有从“走平坦路、穿保障衣、种放
心田、喝干净水、住整洁房、上卫生厕”
等百姓看得见、感受深的民生实事做
起，城乡人居环境才会持续改观，群众
幸福指数才能不断提高。

以上饶县为例，全县每年 70%的财
政支出用于民生投入。为强化农村生
态文明建设，仅2014年就投入4500余万
元用于农村清洁工程。在夯实基层基
础方面，加大村级办公场所用房建设投
入。上饶县财政按每村 10 万元标准拨
补，同时整合相关部门项目资金，率先
在全省解决了村级组织无办公场所的
问题。在创新干群联系载体方面，张祯
祥在提炼总结上饶县“大联系大台账大
帮带”活动和鄱阳县“进问解”活动经验
基础上，在鄱阳县推行“五民工作法”
（民情台账、民情联系、民情恳谈、民事
代办和民困帮扶），成立了县委“五民工
作”督办中心，开通了“51847”（我要办事
情）连心热线。如今，鄱阳县实行县、

乡、村干部全覆盖联系到户、困难户帮
扶到户，构建起“有户必联、有诉必应、有
难必帮、有责必究”的群众工作新格局。

廉洁从政：常怀感恩之心，
正派做人做事

张祯祥时时以“一日无为，三日不
安”激励自己，针对经济发展环境不优、
服务企业机制不畅等问题，积极倡导

“围墙”意识（围墙内的事企业自主办、
围墙外的事服务单位代办）、“三先”理
念（同一时间先见客商、先陪客商、先服
务客商）和“八办”作风（急事急办、特事
特办、难事巧办、事事快办、不说不能
办、只说怎么办、节假日也要办、一切围
绕办成办）。他坚持在廉洁从政上做表
率，多年来，对家属、亲朋好友和身边工
作人员坚持从严要求，一律不得插手工
程项目和干部事项，对家乡人在上饶
县、鄱阳县经商办企业坚持不提倡、不
照顾。同时，认真履行好“一岗双责”，
将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与抓经济、惠
民生、促和谐同等重视、同步部署、同步
落实。以“零容忍”惩治腐败，严厉查处
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据统计，去年 10
月份到鄱阳任职以来，县纪委共立案 97
件，处理科级干部 16 人；对 2 个单位主
要负责人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
任不到位进行了问责；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案件14件，处理16人。

万家岭大捷：南浔线上丧敌魂

做一名群众眼中的优秀生
——记全省优秀县委书记、鄱阳县委书记张祯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