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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郑秀运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编号院赣军 B001204袁特此声
明遥

绎陈聪秀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号院36210219700609582643袁
特此声明遥
绎袁凤秀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证号院36210219501015662944袁

特此声明遥
绎杨金华持有的证号为 110529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座落于

瑞金市象湖镇象泽大道东侧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曾顺发持有的江西增值税普通发票渊发票联冤遗失袁发票号

码院00976945袁发票代码院3600171320袁特此声明遥

遗失
声明

渊一冤贫困劳动力稳定就业交通补
贴遥

渊1冤补助对象院稳定就业 6个月以
上的外出渊含在我市城镇务工冤就业贫
困劳动力遥

渊2冤补贴标准及期限院每年给予最
高标准 300元/人一次性交通补贴袁补
贴期限不超过 3年遥

渊3冤办理程序
渊4冤所需资料
贫困劳动力叶一本通曳袁身份证尧户

口薄袁贫困劳动力与企业签订的叶劳动
合同曳原件及复印件袁企业出具的证明
材料袁申请人的银行卡复印件袁其它相
关资料遥

申请人携带所需资料到户籍地所
在的乡镇劳保所办理就可以由各乡镇
劳保所审核无误后袁在所在乡镇进行公
示袁无异议公示后由乡镇劳保所把申请
资料每月统一报至市公共就业人才服
务局审批袁市财政局对审批资料复核无
误后将资金拨至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局支出专户袁再由市公共就业人才服务

局将资金拨至申请人银行账户遥
渊二冤扶贫就业专岗补贴
渊1冤招聘计划
每个贫困村开发 5个袁 一般村开

发 2个扶贫就业专岗遥全市 2017年共
计划招聘 605个扶贫就业专岗袁 用于
招聘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从事乡村公
路养护尧农村保洁尧治安巡逻尧水库安
全管理尧山林防护尧文化活动室管理尧
农家书屋管理尧公共服务管理和学校尧
医院尧养老机构保安保洁尧以及城镇城
管尧环卫尧园林等工作遥

渊2冤招聘对象院招聘对象为建档立
卡贫困劳动力遥

渊3冤签订扶贫就业协议
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通过单位

渊乡镇冤自主招聘程序后袁招聘单位(乡
镇) 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扶贫就业专
岗协议遥

渊4冤补贴政策及标准

每招聘一人给予用人单位每月
700元岗位补贴 渊其中就业专项资金
300元尧 整合财政扶贫涉农资金 400
元冤袁补贴期限不超过 3年遥

渊三冤乡村就业扶贫车间认定办法
及补贴政策

1尧乡村就业扶贫车间认定条件
渊1冤 经工商注册并办理企业营业

执照遥
渊2冤 吸纳本市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 5人以上遥
渊3冤 贫困劳动力与企业签订一年

以上劳动合同遥
渊4冤从事服装纺织尧电子尧手工工

艺尧 农产品加工等生产或来料加工业
务遥

渊5冤在乡镇渊村冤的闲置土地尧废旧
房屋尧闲置厂房创办扶贫车间遥

2尧补贴政策
对在乡村就业扶贫车间就业的本

市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袁 给予每人每
月 200元的岗位补贴遥

以上补贴享受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遥

个人岗位补贴资金按季度申请袁
个人申请或车间申请要要要车间所在乡
镇劳保所审核要要要市就业局审批要要要
市财政局复核后拨付至个人银行账
户遥 咨询电话 2512651

渊四冤建档立卡贫困对象纳入城乡
居保代缴范围

2015年袁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将建
档立卡贫困户列入政府代缴范围袁每年
每人政府为其代缴最低标准 100元的
养老保险费遥如果自己已经缴纳了当年
保费的可以叠加享受遥 2017年通过比
对审核了市扶贫办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的信息数据袁最终确定符合城居保参保
条件的共 43952人袁并精准逐一地将参
保人员数据录入信息系统中袁同时建立
了相关台账曰 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10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遥 咨
询电话院农保局业务科院0797-2536259遥

为了让贫困户有个长期稳
定的种养产业袁 有个固定的收
入袁实现早日脱贫袁政府对有些
种养产业进行奖补袁鼓励大型种
养基地带动贫困户发展袁农业产
业方面具体的奖补政策如下院

渊一冤政策内容
1.产业基地奖补院当年新植

蔬菜集中连片 2 亩以上的袁按
500元/亩给予奖补曰当年新植白
莲尧香芋尧紫薯尧中药材尧荸荠尧芦
荟尧果蔗尧火龙果及食用菌等特
色经济作物 5亩以上的袁按 500
元/亩给予奖补曰当年新植连片 5
亩以上的无公害水稻基地袁按
200 元/亩给予奖补曰 种植烟叶
18亩以上袁按 1000元/亩给予奖
补曰发展养蜂 10箱以上袁每箱补
助 200元曰 养殖肉牛 1年以上袁
繁殖犊牛 1头袁 给予补助 3000
元曰 能繁母猪每头补助 500元曰
养鸡渊鸭尧鹅冤250羽以上袁补助 2
元/羽曰养牛 30 头以上袁每头补
助 300元曰 养兔 100只以上袁每

只补助 10元曰养鱼 3亩以上袁每
亩补助 1000元遥 在符合脐橙开
发地区渊自然保护区尧森林公园尧
风景林尧风景名胜生尧湿地公园尧
江河源头尧 基本农田保护区尧水
源保护区尧坡度大于 25度尧国家
公益林和疫情暴发区除外冤新植
脐橙 1亩以上袁并在赣州市定点
苗圃调运脱毒苗木的袁实行先购
后补袁即由果农自购苗木袁待苗
木定植验收后袁 按 5元/株进行
奖补遥

2.生产设施奖补院今年新建
标准钢架蔬菜大棚渊圆拱型钢架
结构袁薄膜覆盖袁跨度 8m袁开间
4m袁擔高 3m袁顶高 5m袁外遮阳高
5.5m袁长 36要50m袁连栋冤袁棚内
有配套喷滴灌设施 1亩以上袁奖
补 1万元/亩袁 棚内无配套设施
面积 1要20 亩袁 奖补 4800 元/
亩袁21要50亩袁奖补 6000元/亩袁
51要100 亩 袁 奖补 7200 元 袁
101要300亩袁 奖补 8400元/亩袁
300以上袁奖补 9600元/亩曰在符

合脐橙开发地区袁对今年新开发
果园面积 1亩以上的袁奖补 300
元/亩遥

3.耕地流转奖补院当年新增
流转土地渊指承包地冤面积 10亩
以上袁 且流转期限 3年以上袁未
改变农田性质或可复耕袁有规范
的流转合同袁村委会尧乡(镇)农经
部门有备案袁 用于种植蔬菜尧白
莲尧香芋尧紫薯尧中药材尧荸荠尧芦
笋尧果蔗尧葡萄尧火龙果尧百香果尧
食用菌及水稻等农作物袁按 250
元/亩进行奖补遥

渊二冤申报程序
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农户

和基地都可以到乡镇领取 叶瑞
金市农业产业扶贫项目验收申
请表曳袁填好表交到乡镇农技站
或扶贫办袁 以基地上报的要同
时上交基地带动贫困户发展的
用工合同书尧 流转贫困户合同
书尧 贫困户入股证书等佐证材
料袁 乡镇农技站或扶贫办收集
后报市直相关部门袁 由市直相
关部门组织验收袁 验收合格发
放将补资金遥 咨询电话院0797-
2523025遥

渊一冤学前教育遥
享受对象为在经县级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公办尧民办性质普惠
性幼儿园入园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
儿尧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尧烈士子女尧孤儿
和残疾儿童遥 补助标准为 1000元/生/
年袁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增加 500
元/生/年遥

渊二冤义务教育遥
享受对象为在义务教育学校渊含民

办冤宿舍内寄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
生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遥 补助标准为小
学 1000 元/生/年袁初中 1250 元/生/年曰
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
增加 200元/生/年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增加 500元/生/年遥

渊三冤普通高中教育遥
一是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免学费袁 免学费标准为省重点高中 800元/
生/年袁一般高中 360 元/生/年曰二是普通高中国家
助学金袁 享受对象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尧
实施普通高中学历教育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学校渊含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冤和完全中学的高中部在校学生
中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尧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袁
资助标准为平均 2000元/生/年遥

渊四冤中等职业教育遥
一是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袁享受对象为瑞

金中专在籍一尧 二年级的学生袁 补助标准为 2000
元/生/年曰二是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袁享受对象为瑞
金中专全日制在校学生遥

渊五冤高等教育遥
一是高考入学政府资助金袁享受对象为全省当

年考取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渊含独立学院和民办高
校冤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尧家庭经济困难考生袁
补助标准为一次性发放 6000元/人曰二是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袁享受对象为当年考取大学和已在大学
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尧 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袁 贷款标准为本专科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 8000
元袁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贷 12000元袁遵循应贷
尽贷原则袁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遥

咨询电话 2523227袁也可以登陆全国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网站尧江西省学生资助网查询相关资助政策遥

同时袁我们提醒你袁目前以发放各类奖助学金
为名义的电信诈骗较为猖獗遥 请你一定要擦亮眼
睛袁不贪图小便宜袁不轻
易泄露个人信息遥 拿不
准的袁 请多向班主任请
教袁多与家长商量袁千万
不要上了骗子的当浴 咨
询电话院0797-2523227遥

农业产业扶贫政策

渊一冤政策内容
1尧贴息扶持遥对象是所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袁种植脐橙每户可申请
8万元 3年贴息贷款袁利息贫困户
先垫付袁每年底政府等额贴息遥

2尧 符合开发种植条件无病
毒苗木补助 5元/株遥对象为所有
农户袁农户先以 6元/株到指定苗
圃购买袁年底政府补助 5元/株遥

3尧 中央财政支持现代柑橘
节水灌溉项目补助 300 元/亩遥
对象为所有农户袁政府补助 300
元/亩袁农户垫付 280元/亩遥

4尧 整合财政惠农信贷通对
专业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种果大
户一年期最高授信 200万遥对象
所有农户遥

5尧标准果园建设扶持遥对象
为所有农户遥 每年政策不同遥

渊二冤办理程序

1尧产业发展贴息贷款办理程
序院 农户申请寅村级审核签字寅
工作队队长或第一书记审核签
字寅银行办理遥

2尧 无病毒苗木补助办理程
序院农户申请寅村级审核签字寅
乡级林管站尧国土所尧林管站尧农
经站现场踏看签字寅乡政府审
核签字寅果业局现场踏看审核
签字寅开具苗木调拨单寅指定
苗圃调苗寅补助 5元/株遥

3尧 中央财政支持现代柑橘
节水灌溉项目补助 300 元/亩院
农户申请寅果业局现场踏看寅
项目实施寅财政尧果业验收寅补
助每亩 300元遥

渊三冤疑难问题解答

1尧为了脱贫袁我市要大力发
展脐橙产业?

答: 市委政府出台相关文件
规范苗木市场袁 引导新开发果农
采购种植柑橘脱毒苗袁 并出台果
园规划条件袁 实行建园准入制制
度袁提出按照适度规模尧慎重发展
原则遥

2尧 为保护生态环境袁 今后
不能再开发果园钥

答院近年来果价攀升袁乱开
发尧滥开发严重遥瑞府办法[2014]
103 号瑞金市果业过度开发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袁禁止在
自然保护区尧森林公园尧风景林尧
风景名胜区尧湿地公园尧生态公
益林尧江河源头区尧饮用水源区尧
水源涵养区和坡度在 35益以上
的陡坡开发果业基地遥 咨询电
话院0797-2522494遥

果业扶贫政策

教
育
扶
贫
政
策

就业、社保扶贫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