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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五型”政府建设

工 作 简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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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 年 8 月 6 日

我市开展“深入推进五型政府建设
助力市场主体享受优惠政策”专项行动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完成“六保”任务，推动各项

惠企政策落实，着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我市于 7-12

月开展“深入推进五型政府建设，助力市场主体享受优惠政策”

专项行动。

一是梳理汇总政策文件。对今年以来出台的惠企政策文件

进行全面梳理，并在赣州市政府网、“赣州政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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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赣州市惠企政策专栏，供企业查询下载，提高政策知晓率。

二是积极开展调查研究。科学编制调查问卷，并在政府网

等媒体开展赣州市惠企政策落实情况网络问卷调查，定期分析

研究相关情况。

三是广泛征集问题线索。发布“六稳”“六保”惠企政策

落实问题线索征集公告，征集各类市场主体在落实“六稳”“六

保”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

四是全力破除政策落实难题。第一时间将收到的问题线索转

相关部门办理。对于反映强烈、影响重大的普遍性问题，由市政

府督查室组织开展明查暗访和挂牌督办，推动政策落地生效。

市司法局以“三个一批”为抓手
推动“每万人拥有律师数”指标提前达标

市司法局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大力度补短板

强弱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部署要求，以“三个一批”为

抓手，抓细抓紧抓实“每万人拥有律师数”指标落实，截至 8

月 3 日，我市律师总数达 1348 人，较 2019 年底新增律师 168

人，提前完成指标任务。

一是转正一批社会实习律师。督促市律师协会及时受理实

习人员的考核报名，对符合条件的实习人员放宽考核报名的时

间条件限制，每月举行 1 次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定期审核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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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转正条件，帮助实习人员如期顺利转正。今年以来，完成

109 名律师执业实习人员转正考核。

二是发展一批公职（公司）律师。积极争取市委政法委支

持，牵头召开全市发展公职（公司）律师工作推进会，明确将

发展公职（公司）律师列入市直各单位、各县（市、区）2020

年度法治赣州和平安建设（综治工作）考核内容。缩短审批流

程，将之前先申报公职律师办公室、再申报公职律师的“两步

走”，改为同时申报的“一站式”，审批时间平均缩短 10 个工

作日。放宽新入职人员申报公职律师条件，暂不受“从事法律

事务工作两年以上或者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一年以上”

的条件限制。今年以来，新增 55 名公职（公司）律师。

三是引进一批外地优秀律师。抓住对外交流合作、赴外跟

班学习等机会，大力推介赣州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和难得机

遇，积极引导外省（市）赣州籍律师回乡执业。督促指导各县

（市、区）司法局探索建立与公检法等部门的协作机制，依法

保障律师在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方面的执业权利，进一步

激发外地赣州籍律师在赣南扎根、服务老区的热情。今年以来，

引进 4 名外地赣州籍律师回乡执业。

市财政局大力支持
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事业发展

市财政局坚持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为目标，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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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为契机，积极统筹财力，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努力做实做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事业发

展相关工作。

一、推动出台文件，促进养老服务政策完善

为推动形成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扶持政策，合理使用好养

老服务补助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市财政局认真履行职

责，推动市级层面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

意见》《赣州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

年）》和《赣州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市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目前，全市在支持机构养老、居家和社区

养老等农村养老服务方面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备且有效管用的

政策体系，促进了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更强、覆盖面更

广、成效更明显。

二、统筹安排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市财政局不断加大养老服务资金投入力度。一是

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建设。2020 年市本级财政年初预

算安排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站点给予的补助。二是 2020 年市本级财政预算新增安排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资金 5000 万元，专项支持包括“孝老

食堂”建设在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三是保障城乡居民

基础养老金及时足额发放，2020 年上半年各级财政统筹资金

9.47 亿元，为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 103 万余名人员发放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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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不少于 105元的基础养老金。四是继续支持各县（市、区）村

（居）委会干部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市县财政 2020年

统筹预算安排资金 1.05 亿元，解决村（居）委会干部后顾之忧。

三、开展工作调研，实地了解情况

为掌握全市各地养老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多次赴有关县

（市、区）农村开展养老服务调研工作，详细了解农村养老服

务相关工作的基本情况、运行管理、财政补助、存在问题等，

认真听取基层财政、民政部门和相关工作人员的意见建议，为

推动我市出台农村互助养老等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我市积极推动农村房地一体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赣州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在市委市

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部、省要求对全市农村房地一体确权

登记发证工作倒排时间，对标对表，形成工作合力，全力推进

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多次召开调度会部署，面对农村房地

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现场讨论解决，

印制了《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知识问答》宣传册 2 万本

发放至各县（市、区），进一步优化发证流程，加大发证力度。

二是创新推行“六步法”。在坚持一户一宅原则前提下，

推行“六步法”，即数据批量导入、资料打印下发、村组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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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地籍资料审核、受理登记发证、登记档案移交，对登记

发证各阶段任务进行明确，细化任务、责任到人，确保登记发

证工作有序进行。

三是因地制宜实现高效发证。将登记窗口前移到乡（镇）

便民服务中心，配备专门工作人员上门办证，由乡（镇）负责

受理、初审、录入；县局审批、登簿；乡（镇）缮证、颁证，同

时严格执行“5个工作日”办结制，确保“应发尽发”落到实处。

四是严格督导狠抓落实。成立工作督查组，市确权领导小

组办公室组建各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局长专题调度工作群，

实行“每天一上报、每天一调度、每天一排名”的工作机制，

通过发证工作日报表对农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进行每

日调度。目前全市累计发证数 528367 本。

宁都县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力促
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

宁都县积极发挥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的杠杆效应和财政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打出积极财政政策“组

合拳”，着力支持“六稳”、落实“六保”，为夺取疫情防控

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一是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认真开

展减税降费政策的宣传、解读及辅导，帮助企业知晓政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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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用好政策，全面落实国家系列减税降费和稳增长“省 20 条”

“市 30 条”“县 33 条”政策，确保最大程度释放政策效应，

进一步稳住市场预期，保住市场主体。1-6 月份，全县累计减税

降费 16391万元，减收 2857 万元，下降 34.4%。

二是用好用足专项债券，拉动扩大有效投资。截至 6 月底，

省财政提前下达给宁都的 2020 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96558

万元，其中:专项债券 69958 万元，超过 2019 年全年专项债券

发行规模。债券资金投向范围涵盖交通、农林水利、生态环保、

社会事业、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公共卫生设施

改造等投资、强弱项补短板重点领域，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真金白银”，为进一步稳住全县经济发展“基本盘”提供

重要支撑。

三是盘活整活财政投入，夯实“三保”基础。积极主动谋

划，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2020 年年初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扶

贫资金使用方案计划整合规模为 40182.39 万元，同比增长

34.25%，财政涉农扶贫资金按“因需而整”的需求做到“应整

尽整”。坚持就业优先，统筹使用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

金，切实落实稳岗就业系列政策，1-6月拨付稳就业相关补贴性

政策资金 737.5 万元。积极做好政府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工

作，截至目前，全县已在贫困地区农产品网络销售平台实施采

购共计 176.29万元，超额完成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采购任务。

四是优化优调支出结构，着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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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收定支、量入为出原则，杜绝超出财力范围安排支出，严格

预算执行，从严从紧审核预算调整与追加，坚决不拨无预算支

出。坚持“三保”原则，努力压缩一般性支出，支出结构进一

步优化。上半年，全县财政支出累计完成 340507万元，同比减

支 60427 万元，下降 15.1%；全县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重点急需

项目支出 7718 万元，压减幅度达到 10.9%。

五是加大加强财政杠杆，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充分发

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作用，全力帮助受疫情影响的

企业解决资金周转和融资难、融资慢问题，对全县新增疫情防

控重点保障企业及中小微企业专项再贷款支持，加快对“财园

信贷通”审批、发放工作，截至 6 月底，共为企业办理 2500 万

元的贴息贷款，向 30 家企业发放“财园信贷通”共计 13080 万

元，发放餐饮消费券 100万元。

崇义县“三线”发力打造稳岗就业新形态

今年以来，按照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崇义县坚决扛起

稳就业保就业重大政治责任，把恢复和稳定就业作为重大民生

工程，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全力以赴做好保就业、促就

业、引就业各项工作，全县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截至 7 月

底，实现农民工就业 42905 人，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1264 人，完

成年度目标的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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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兜牢“底线”保就业。依托疫情防控村组（社区）网

格化管理单元，摸排建立全县就业意愿信息台账，梳理全县企

业岗位需求，确保岗位供需渠道畅通。积极拓宽县内劳动力就

业渠道，出台“13+10”系列就业扶贫扶持政策，鼓励新上企业

和现有企业增设就业岗位。1-6月，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500

万元，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83.3%。扶持 54 人自主创业，对 61

家企业 474 名贫困劳动力发放双向工资补贴、用工补贴、建设

补助共计 61.85 万元。

二是编好“经线”促就业。成立县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

中心，定期组织退役军人就业培训、学历提升、创业指导，为

退役军人更好的就业提供全方位服务。联合县就业局、扶贫办、

农业农村局、商务局、工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开展专题业务技

能培训，累计开展企业岗前培训 510 人，以工代训 293 人，创

业培训 252人，电商培训 30人，就业技能培训（含中式面点、

中式烹饪、养老护理、家政服务、农产品种养殖等）352 人，共

计拨付职业技能行动资金 143.4万元，为企业输送员工 510人，

扶持能人创业 17 人，实现贫困户就业 42 人。

三是织密“纬线”引就业。建立“一家重点企业、一个县

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个联系人”的“四个一”企业帮扶机

制，及时梳理企业存在的困难问题，实行“一企一档”帮扶办

法，有针对性的加强帮助和服务，确保市场主体平稳运行。通

过“崇义工业”、就业服务、人力资源市场微信公众号以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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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网站发布岗位信息 7210 个，委托第三方金手指劳务派遣公司

送岗下乡开展招聘会 9 次，实现招工 312人，帮助 43 家企业解

决招工难题。制定颁发《关于做好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

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强化了数据共享和比对力度，全县

累计新增公益性岗位 434个，累计开发岗位 2227 个，发放就业

扶贫公益性岗位补贴 806.18万元。

大余县多措并举助推经济回升发展

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大余县多措并举助推经济

回升发展。

一、牢牢把住项目抓手。坚持强调度破难题，全县 101 个

重点项目有 71个项目完成过半任务，占项目总数的 70%；进度

达 100%的项目 21 个，占项目总数的 20.8%。盛源新材料等 19

个项目提前竣工投产，比去年同期竣工项目增加 13 个，同比

增长 15.1%。坚持强储备蓄后劲，牢牢把握“苏区振兴”“央

企入赣”“粤企入赣”机遇，紧盯各项上级资金和专项债券，

提前谋划一批项目争取进入中央、省“十四五”项目库。截至

目前，全县已争取资金 21.04 亿元，完成年度任务的 95.64%，

同比增长 23%；已争取 2020 年两批次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额

度 4.526 亿元，第三批已下达额度 2.88 亿元；已储备项目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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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总投资 113.15 亿元。

二、全力做实产业支撑。聚心聚力工业提质增效，加大有

色金属新材料首位产业聚集培育力度，快速推进泓锦新材料、

10万吨锌焙砂锌锭、6 万吨海绵钯等金属加工项目落地建设，

激发省级钨及有色金属深加工基地优势。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升级，抓好脐橙产业转型升级、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油茶产

业改造提升、生猪产业增产复养、特色产业培育等重点工作。

推进温氏年出栏 50 万头楼房式养猪项目建设，大力培育和引

进一批农产品加工及冷链物流企业。深入实施品牌战略，扩大

“南安板鸭”“大余牡丹亭”等本土食品品牌影响力。多层次

激发现代服务业新活力，加快推进大上崇幸福产业示范区建设

步伐，推进丫山运动休闲小镇建设，努力将大余建成国家级康

养旅游示范基地。高质量打造好梅山红色旅游区红色教育基

地，持续推进丫山景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浮江三月三、

吉村桃树下创建江西省 3A 级乡村旅游点工作，打响大余乡村

旅游品牌。

三、全面激发市场动能。坚持把稳定市场主体、刺激市场

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全力保住市场主体，常态

化开展“百名干部帮百企，防控疫情促生产”活动，帮助企业

纾难解困。全力提振市场消费水平，认真贯彻国家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的 19 条实施意见，领导干部“直播带货”促进农村电

商发展。落实景区门票优惠、旅游消费券等政策，加快旅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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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回暖。推动夜间经济发展，以发展“夜购、夜游、夜食、夜

摊”为重点,努力打造胜利路步行街、奥园广场、丫山旅游集散

中心等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特色街区和夜间经济集聚区。

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电话：8992059

电子邮箱：gzswxzf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