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 要 闻 ■责任编辑 熊亚光 刘 潇JIANGXI DAILY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社会科学
普及工作，提高全体公民的社会科学文
化素质，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根
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
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开展社会
科学普及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社会科学普及，是指采
用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和参与的方式，
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
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的活动。

第三条 社会科学普及是公益事
业。发展社会科学普及事业应当坚持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政府主导、社会支
持、全民参与、资源共享、服务大众、依法
普及的原则。

社会科学普及应当坚持科学态度，
反对和抵制伪科学。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以社会科学普及的名义从事危害国家
安全和利益、破坏民族团结、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不得
传播封建迷信和邪教。

第四条 社会科学普及的主要内容
包括：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宪法、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和社

会主义法治理念；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和江西地方特色文化；
（六）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理念和生

活方式；
（七）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

学、民族宗教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
史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体现人
类社会文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科
学知识。

第五条 每年十月第三周为本省社
会科学普及宣传周。

在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各级人民
政府、有关单位和新闻媒体应当集中开
展多种形式的社会科学普及宣传活动。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社会科学普及规划、工作计划和政策
措施，并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列
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精神文明建
设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社会科学
普及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加大社会
科学普及经费投入，保障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开展。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

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研究解决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

联席会议由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城乡规划、民政、税务、环境保护、
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广电、民族宗教、
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和社科院、工会、
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以及社科联组
成，日常工作由社科联具体负责。

第八条 社科联是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的重要力量。省、设区的市、县（市、
区）社科联在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中
承担以下职责：

（一）协助本级人民政府制定社会科
学普及规划、工作计划和政策措施并督
促落实，为本级人民政府的社会科学普
及工作决策提供建议；

（二）组织和推动社会科学普及、相
关学术研究、对外交流活动和人才培训，
指导各类组织、个人开展社会科学普及
活动；

（三）建立社会科学普及人才库和人
才信息共享平台；

（四）建立并组织实施公民社会科学
素质监测评估制度；

（五）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其他工作。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应当组织、
指导教育机构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社会
科学普及活动；文化、新闻出版广电主管
部门应当组织、指导其主管的相关单位
面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其他
有关部门应当在职责范围内开展、推动
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明
确机构和人员做好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并指导村（居）民委员会开展多种形式的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第十条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结
合各自实际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
按照本地区社会科学普及规划和工作计
划，根据工作对象的特点开展社会科学
普及活动。

企业应当结合职工培训和自身文化
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第十一条 村（居）民委员会可以利
用文化活动室、社区（村民）广场、农家
（职工）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通过设立
科普橱窗和宣传栏、流动宣讲、道德讲
堂、特色讲堂（坛）、文艺演出等形式，开

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重点普及法治文
化、环境保护、文明健康、睦邻友善、家庭
美德、移风易俗和反对封建迷信、邪教等
内容的社会科学知识。

第十二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根据
学生身心特点，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
的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培养学生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

中小学校应当利用地方课程、校本
课程，积极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幼儿园可以根据幼儿身心特点开展
社会科学启蒙教育。

第十三条 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
院校和社会科学类社会团体应当发挥自
身优势，支持和开展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相关人员，
应当结合本职工作和自身专长，积极
参与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和有关志愿服
务活动。

第十四条 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
媒体应当开设社会科学普及宣传栏目、
节目，制作、刊载和播放社会科学普及作
品和公益广告。

鼓励图书和电子音像出版、影视制
作及动漫产品开发等单位出版、制作有
益于提高公众文化素质、促进社会进步
的社会科学普及作品。

第十五条 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
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工人文化
宫、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老年
人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设施管理单位应
当利用自身资源，通过展览、影视播放、
讲座、演出、竞赛等形式开展社会科学普
及活动，并将服务项目、开放时间等具体
规定，面向社会予以公告。

鼓励和支持文艺团体及文化机构
加强社会科学普及作品的创作、演出和
展览。

第十六条 车站、机场、码头、公园、
游览中心、风景名胜区等公共场所管理
单位，应当利用宣传栏、信息橱窗、电子

显示屏等载体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实际需要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场馆、
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对现
有社会科学普及场馆、设施应当加强利
用、维修和改造。

社会科学普及场馆、设施应当根据
其功能、特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费或
者优惠开放。

鼓励、支持各类组织、个人建设社会
科学普及场馆、设施。有条件的企业应
当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场馆、设施建设。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社会科学普及人才队伍建设，培养、
储备社会科学普及人才。鼓励、支持依
法建立社会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组织，建
立健全社会科学普及志愿者工作机制。

第十九条 省社科联应当建立和完

善社会科学普及示范体系，创建社会科
学普及示范县（市、区），开展社会科学
普及惠民工作；应当制定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的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指导社会
科学普及基地的建设和管理。

鼓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科学类社
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结合各自特点，申报
和创建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资金资助、政策扶持等措施，支持
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的建设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采取政府购
买等方式，支持各类组织、个人开展社会
科学普及活动。

鼓励各类组织、个人依法捐赠财产
资助社会科学普及事业，并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有关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捐赠评估程序，依法出具享受相
关税收优惠凭证，为捐赠提供服务。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
得克扣、截留、挪用社会科学普及经费和
各类组织、个人资助社会科学普及事业
的财产；不得非法占有社会科学普及场
馆、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

第二十二条 社科联以及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通过社会科学课题立项等形
式，鼓励和支持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理论
研究与应用开发。社会科学普及优秀成

果的评选应当纳入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的评选范围。

学校、科研机构以及有关单位应当
将社会科学普及优秀成果作为个人工
作业绩考核评价的内容；获得省级以上
奖励的社会科学普及优秀成果，应当作
为相应专业技术职称评定、职务评聘的
依据。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
于在社会科学普及事业中做出重要贡献
的组织和个人，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表彰
或者奖励。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以社
会科学普及为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
破坏民族团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
他人合法权益，情节轻微的，由有关主管
部门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违反治
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前款危害行为，并享受了财政资
助或者税收优惠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
法追缴相关资金或者税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克
扣、截留、挪用用于社会科学普及事业的
经费、财产，非法占有社会科学普及场
馆、设施或者擅自改变其用途的，由有关
主管部门责令其归还或者限期改正；对
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国家工作人员在社会
科学普及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18年 1月
1日起实施。

江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2017年11月30日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过）

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43号

《江西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已由江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于2017年11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7年11月30日

本报宜春讯（记者胡光华）宜春市
通过搭建发展平台，营造优质环境，推
动形成宜商返乡投资创业热潮。2013
年以来，全市签约宜商回乡投资项目
583 个，总投资 1026 亿元。在 11 月 29
日召开的宜春市第二届宜商大会暨宜
春投资与发展论坛上，又签订宜商返乡
投资项目20个，投资总额230.37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宜春市在外投资
经商人员约 10 万人，在外宜商企业
1806家，投资规模达 1680亿元，其中上
市公司 20 家，亿元以上规模企业 95
家，亿元以下、千万元以上规模企业
472家。近几年来，宜春市将宜商返乡
投资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点，着力搭建发展平台，营造良好环
境。市里出台《关于支持宜商回乡创
业发展的意见》《宜商回乡创业示范园
入园项目优惠政策》等，吸引宜商回乡
投资，回报家乡。该市加大与宜商联
系紧密度，将异地宜春商会建设作为
政府工程，目前全市已成立 26 家异地
市级宜春商会和 60余家县（市）级宜春
商会，共有会员企业 5000 多家。通过
加大与异地宜春商会的密切联系，实
施一系列宜商返乡投资优惠政策，一
大批宜商企业回乡投资兴业。在袁州
区宜商回乡创业示范园，已引进回乡
创业企业 23家，总投资 20.32亿元。宜
商群体的崛起，成为助推宜春经济发

展的重要力量。
返乡投资宜商在促进宜春经济发

展的同时，还推动了社会各项事业的
发展。近年来，宜春各级商会围绕经
济发展、行业管理、民生改善、社会治
理等不断发声，共提交提案议案 285
件、调研报告 72篇；累计为社会捐款捐
物 1000 余万元。宜商黄埔军 2014 年
返乡创办宜春宜联打印科技有限公
司，主导国产打印机的研发及量产。
今年，他在袁州区投资建设了宜联科
技产业园，着力打造国内最大的激光
打印机制造基地。他说：“为家乡做些
有价值的事情，是每一个外出创业者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昔日孔雀东南飞 今天功成凤还巢

宜春宜商返乡投资创业热潮奔涌

“48 名彩民合伙中了 1328
万元！”“他们要现场领奖！”“全
省各地彩民记者都来了！”……
自 12 月 3 日 晚 ，双 色 球 第
2017142期开奖后，鹰潭中出一
注奖金高达1328万元头奖的消
息 传 出 ，大 街 小 巷 便 开 始 议
论。12月5日，该大奖合买团48
名彩民，集体在工商银行鹰潭
市月湖支行现场亮相领奖，并
与千万元“现金墙”合影，场面
极为壮观。

9亿元派奖为大奖助力

据 了 解 ，该 中 奖 彩 票 为 一 张
2100元的 10+5复式票，彩票出自鹰
潭市余江县中童眼镜工业园区商业
街 36060217 号投注站，是一张由 48
名彩民合买所中，中得累计奖金
1328万元。此次福彩双色球1328万
元大奖是鹰潭市目前中出的最大奖，
也是江西福彩首次组织中奖彩民亮
相领奖。

由于正处双色球 9 亿元派奖期
间，该中奖彩票为 10+5的复式投注
票，根据派奖规则，每期安排2000万元
设立一等奖特别奖，由当期采用复式
投注的一等奖按注数均分，该张彩票
最终获得累计中奖奖金为1328万元。

业主徐海军：
“知道中奖就‘跑了’”

作为此次大奖合买的组织者，

36060217 号投注站业主徐海军，在

当期双色球开奖当晚，知道彩票中奖

后第一时间便“跑了”。

“那天我等到双色球开奖，一看

合买彩票中奖了，我第一反应是带着

彩票躲起来，作为彩票站的业主，我

必须保证彩票的安全以及所有信任

我的彩民的利益。”憨厚的徐海军说

道，“后来，我联系了鹰潭市福彩中心

工作人员后，把彩票交到他们手中，

完成了所有的兑奖程序后，我的一颗

心总算定下来。”

据了解，该站点每期都会组织

双色球合买，所购买的彩票号码由

业主当天选出，彩民们可通过微信

或者在投注站现场入股购买。较为

可惜的是，业主徐海军并没有参加

此次合买。

“从双色球派奖开始，店里合买

彩票每期都有中奖，所以参加合买的

彩民越来越多。这一次合买号码一

选出来，就被彩民买完了，我也是优

先服务彩民，让他们先买，所以这次
我没有买到，但是，这么多人在我的
站点中出大奖，我也很高兴。”徐海军
笑着说道。

彩民祝先生：
坚持就有回报

在 48 名中奖彩民中，来自鹰潭
市中童眼镜工业园的彩民祝先生是
最大受益者，他购买了 4 股，成为此
次合买彩票的最大股东，这也就意味
着他可分到的奖金最多。

“我在投注站附近的工业园上
班，福彩双色球我每期都会买，也爱
参加投注站的合买活动，经常会中些
小奖。这一次我本来是买了2股，后
来听业主说还剩下 2 股，我就都买
了，加起来一共买了4股。没想到这
张彩票竟然中得头奖，太开心了！不
过，我觉得买彩票贵在坚持，坚持就
有回报。”祝先生兴奋地说道。

彩民刘先生：
激动，我昨晚连夜赶来！

此次 48 人大规模的合买团，不

仅有鹰潭市本地人还有江西省其他

设区市以及外省的彩民，他们通过微

信购彩，在知道所购买的彩票中奖，

可以在现场领奖后，纷纷连夜驱车赶

往鹰潭兑奖。

“第一次中这么大的奖，而且还

能近距离看看 1000 多万元的现金，

想想都激动，我昨晚连夜开车赶来

的。今天和这么多彩友一起领奖的

经历太难忘了。”彩民刘先生激动地

说道。

目前，所有的兑奖程序已完成，

48名彩民均已分到属于他们的那份

幸运奖金。此次江西福彩首次组织

中奖彩民集体亮相兑奖，进一步让更

多人了解福彩，彰显了福彩的公平公

正与公开。 （孔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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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万元！鹰潭48名彩民集体兑奖

合买团最大股东祝先生接受采访

采访大奖站点业主徐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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