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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责编院赖长营 校对院温庆本

绎瑞金市鸿诚饭店遗失江西增值税普通
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 3600171320袁 发票号码:
00953467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辉华家具贸易有限公司王文辉遗
失个人印鉴壹枚袁声明作废遥

绎江西辉华家具贸易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壹枚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根据江西省广电新闻出版局 叶关于转发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新闻记者证申
领核发工作检查的紧急通知>的通知曳 的有关要求袁
现将本单位新闻记者证申领人员名单进行公示遥 申
领人院钟丽娟 尧温婧婷尧罗国桢尧杨雷袁公开接受社会
监督遥

举报电话:0791-83963551
瑞金市广播电视台
二 O一七年九月四日

清算公告
江西容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所承建的瑞金

市 2016年度新增农田水利项目 8标段日东乡牛古陂片
工程于 2017年 5月 27日竣工袁 现我公司成立项目清算
组袁负责处理该工程项目债权债务等后续事宜袁请与本项
目有债权债务关系的所有人或机构见报日起 45天内持
相关合同及证件向清算组申报袁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遥

联系电话院13507906892渊桂先生冤 0795-7777317
江西容大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4日

一、新农村建设政策
渊一冤奖扶项目
1尧外墙立面院裸墙粉水泥毛坯 10 元/㎡袁毛坯粉墙漆尧石灰或贴瓷砖

20元/㎡袁裸墙粉墙漆尧石灰或贴瓷砖 30元/㎡袁不扣除门窗袁不设奖补上
限遥 建档立卡贫困户还可对室内墙面粉刷装修袁奖补标准参照外立面标
准遥

2尧平顶改坡顶 60元/㎡渊含盖瓦冤袁但每户不超过 5000元遥
3尧坡顶贴瓦 25元/㎡袁但每户不超过 3000元遥
4尧屋顶钢棚拆除 70元/㎡遥
5尧檐阶硬化 20元/㎡袁只验收 1m宽遥
6尧C级房屋维修建档贫困户 5000元/户尧非建档贫困户 3500元/户遥

7尧水沟院浆砌水沟明沟 300伊300mm 的 28元/m曰村庄公共水沟 450伊450㎜
的 45元/m袁必须三面不见土遥

8尧 排水管院 水泥排水管管径 300mm的 36元/m曰 村庄公共涵管管径
500㎜的 60元/m遥

9尧入户路院水泥砼路面道路硬化 285元/ m3袁只验收 2m宽袁15cm厚曰
鹅卵石尧吸水砖路面 47元/㎡袁只验收 2m宽曰河石路堪面宽 20㎝尧高 15㎝
的 11元/m遥

10尧余坪 13元/㎡ 袁只验收 10cm厚袁每户不超过 50平方米遥
11尧改塘 120元/ m3渊浆砌毛石冤遥 12尧改厕院三格式户厕贫困村全

体农户和非贫困村建档贫困户 1500元/户曰 非贫困村中非贫困户 800元/
户遥

13尧沼气池 500元/座遥
以上所有项目都要在 10月 31日前完成才能得到奖补遥
渊二冤办理程序
1尧项目施工遥 以上项目可由农户自己参照标准实施袁也可由理事会或

村委统一组织实施袁但均应保证施工质量遥 如果是统一施工袁需要农户出
具委托书给施工方遥 项目施工前袁要向村委申报袁要站在项目施工处拍照
留底袁尤其是可能出现争议的项目袁比如裸墙粉墙尧贴瓷砖遥

2尧项目验收遥 分两步院先由乡镇组织镇村干部初验袁对所有项目逐户
逐项目丈量验收曰再由市委农工部组织有关人员随机抽取项目复验遥 咨询
电话院0797-2525233遥

二、住房保障政策
我市对拥有当地户籍并长期居住在农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尧 分散供

养五保户尧低保户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的住房保障主要政策措施如下院
渊一冤具体政策
1尧新建改建遥 居住的房屋经鉴定属 D级危房并且是家庭唯一住房或

者无房户袁每户补助 2万元遥 所建房屋原则上每户占地 60要90平方米袁禁
止建设超标准的住房遥

2尧维修加固遥 居住的房屋经过鉴定属 C级危房并且是家庭唯一住房袁
每户补助 0.5万元遥 所维修加固的房屋袁要找准危险部位针对性地采取有
效加固措施遥

3尧建设保障房遥 实施对象为无经济能力或无劳动能力的危房或无房
户袁且确实需要政府兜底解决住房保障的遥 由乡(镇)政府统一规划尧统一建
设遥

渊二冤申报程序
1尧个人申请遥 符合条件的农户自愿向所在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袁并提

交相关证明及材料遥
2尧村级初审遥 村委会负责受理申请并初审尧评议尧公示袁无异议的上报

乡渊镇冤政府遥
3尧乡镇审核遥 乡渊镇冤政府接到申报材料后进行审核尧公示袁无异议的

上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遥 不符合条件的袁退回所在村委会并说明原因遥
4尧市级审批遥 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上报材料后进行复核尧审批袁核定

补助方式及标准并公示遥不符合的不予审批并说明原因遥危房改造农户要
签订拆旧还基协议遥

渊三冤注意事项
1尧房屋选址应当避开河流尧湖泊尧池塘岸边尧山顶尧陡坡尧软弱或不均

匀土层等不利于建房的场地遥
2尧 建房必须由经培训合格的农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的施工队伍承

担袁并对房屋质量尧安全生产负责袁承担保修和返修责任遥
3尧乡渊镇冤村渊居冤要加强巡查指导袁发现质量安全问题要当即告知建

房户袁并提出处理意见和做好记录袁督促整改遥
详细情况请咨询当地乡镇政府尧 村居委会具体负责同志袁 也可电话

0797要7269082进行咨询遥

金融扶贫就是资金袁 金钱的帮助遥
去年袁赣州市委尧市政府为帮助我们贫
困群众早日脱离贫困袁针对我们贫困群
众量身定制了一款金融产品袁叫做野产
业扶贫信贷通冶遥

野产业扶贫信贷通冶 就是政府通过
银行借钱给贫困户袁不要利息袁让群众
发展生产袁早日脱贫遥

我们在坐的贫困群众只要是种了
蔬菜尧刺葡萄尧茶叶尧白莲尧烟叶等或者
是养了生态鱼等具有特色尧见效快的产
业都可以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遥

另外贫困户开个体经营商店尧购置
生产工具或者是开零售超市等可以向
银行提出贷款申请遥每一户贫困户最高
贷款额度为 8万元,超过了就不能贷款
了遥

市场经营主体也就是其它企业可
以通过招收贫困户到企业工作来申请
贷款遥 每带动 1户贫困户工作袁最高可
申请贷款 10万元袁 带动 2户贫困户工
作最高可申请贷款 20万元袁以此类推遥
例如院叶坪乡石岗村兴龙果业专业合作
社就是能过吸收了??30多户 贫困户在
那里打工袁得到了农商银行发放的 250
万元产业扶贫信贷通贷款袁该笔贷款发
放以后袁 解决了合作社的资金不足问
题袁扩大经营规模遥

我们全市有 49个贫困村袁 每一个
贫困村最高可申请贷款 100万元遥

今年袁我们市里能发放野产业扶贫
信贷通冶的贷款银行主要有 6家院农村
商业银行尧中国银行尧中国农业银行尧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尧赣州银行尧江西赣州
银座村镇银行遥如果有意向贷款的贫困
户可以到我讲的这六家银行在当地的
任意一家营业网点申请办理野扶贫信贷
通冶贷款遥 贷款期限为 3-5年曰贷款期
内可只付息不还本袁到期还本遥 贷款利
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一年
期贷款基准利率遥

在贷款期限内袁市政府为贫困户代
缴全部的利息曰为带动贫困户发展创收
的市场经营主体代缴 50%给的贴息遥

具体的操作办法就是先由贷款对
象向银行自行缴纳贷款利息曰各贷款银
行按批次将利息补贴名单和金额报扶
贫移民办审批袁市财政局审核拨付贴息
资金遥

需要贷款的贫困户朋友就到当地
可以办理贷款的银行机构提出申请袁填
写资料遥

我们乡村干部对贫困户的贷款申
请要进行上户实地查验袁 并签署意见遥
并将材料统一收集报给市扶贫和移民
办袁市扶贫和移民办将审核通过的贷款
申请材料交试点银行遥这就完成了向银
行申请贷款的工作袁 等银行发放贷款
了遥以上说得就是金融扶贫的政策遥咨
询电话院0797要2522229遥

渊一冤补助标准院
对贫困户的种植扶持政策是这样

的院新种植高产油茶林的袁第一年按 960
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曰 农户在房前屋
后尧 四旁零星种植的油茶加起来满了
100 株能计算种植面积为 1 亩袁 满了
200株能计算面积为 2亩曰 也是可以按
96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的遥 新种植高
产油茶林第二年到第五年按 240元/亩/
年的标准给予补助袁 但在房前屋后尧四
旁零星种植的油茶树就不能享受政府
的资金奖励补助了遥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
是只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才有 960元/亩
的标准给予补助袁非贫困户种植农户第
一年按 800元/亩补助袁第二年到第五年
抚育按 200元/亩/年的标准给予补助曰

低质低产油茶林垦复补植改造是
按 24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袁连续补助
三年曰也就是说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贫
困户才有 24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袁非
贫困户种植农户是按 200元/亩标准给
予补助袁也是补助三年遥 另外袁我们贫困
户在种植过程中对新老油茶林基地安
装了浇水尧浇肥设施的滴灌尧喷灌的袁按
72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曰不是贫困户
的按 600元/亩的标准给予补助曰

渊二冤补助条件院
我们群众种植油茶树申请政府奖

励补助资金的袁必须在符合下面四个条
件才能申请政府的资金补助遥 具体的条
件是群众在种植前要先报村委会同意尧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袁同时要选用

省林业厅定点育苗单位培育的良种油
茶苗种植曰并且每亩新植要达到 80-100
株袁成活率要达到 85%以上袁最关键的
是要连片种植油茶树 10亩以上包括 10
亩的面积经验收质量合格的才能补助遥

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能享受油茶
新植补助

在公益林尧天然林尧饮用水源地尧陡
坡山地尧基本农田等区域种植的袁山上
坡度大于 25毅采用挖机整地的袁林下补
植渊山上零星种植冤未清山整地的和老
油茶林补植的都不能享受油茶新植补
助袁其中老油茶林内补植的按油茶低改
的标准给予补助遥

渊三冤申报程序院
油茶种植整地前必须进行申请袁种

植户携带林地权属依据?向当地林业工
作站申请 渊林业工作站有统一的申请
表冤――经村委会同意签字盖章尧林业
工作站尧水保站尧农经站尧国土所现场踏
查签字尧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后才可以种
植遥 油茶种植后袁每年 9月份由市林业
局牵头袁由市财政局尧市发改委尧市委农
工部尧市扶贫和移民办尧市水保局等七
个单位共同参与进行验收要要要验收合
格后袁 由市财
政将扶持资金
拨付到贫困户
粮 食 直 补 一
卡帐号遥 咨询
电 话 院0797 -
2511158遥

三、金融扶贫政策

四、油茶种植扶贫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