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4日，记者从“世界标准
日”南昌市标准化工作成果发布会
上获悉，近年来，南昌市大力推动
实施标准化战略，持续深化标准化
改革，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
件，加快构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标准体系，标准技术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支撑作用持续增强。

据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各类
企事业单位参与制订（修订）《民用
飞机蒙皮镜像铣削工艺通用要求》
等 国 家 标 准 216 项 ，占 全 省 的
22.5%，《高分子材料钢轨绝缘件》
等 行 业 标 准 135 项 ，占 全 省 的
20.8%；主导制定《商务楼宇服务规
范》等省级地方标准 28 项，发布

《再生稻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
程》等市级地方标准 3 项，参与制
定《江西绿色生态军山湖大闸蟹》

等团体标准15项。这些标准对推
动该市工农业生产、科技创新、节
能环保、养老服务等方面起到了引
领、规范、有序的作用。

据了解，全市共创建各类标准
化试点示范项目 58 个，其中，《江
西凤凰沟旅游服务标准化试点》等
国家级项目 25 个，省级项目 31
个。建成《国家油茶综合标准化示
范区》等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1 个，省级 13 个；建立《南昌市金
轩知识产权服务标准化试点》等国
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8个，
省级 5 个，培育“晶能光电（江西）
有限公司”等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
企业13家，有力提升了产品、服务
的质量，标准引领示范的带动效应
增强。

（记者林卓旎）

南昌持续深化标准化改革
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月 12 日，“慧秀中外”国际
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在南昌大
学前湖校区开展。成果展以“未
来已来，未来我来”为主题，通过
VR+5G、全息投影、裸眼3D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讲好青年学生创
新创业故事、中国双创教育故
事。聚焦“双创教育”，分为序篇、
家国情怀、自立自强、时代先锋、
全球视野和尾篇六个篇章，全面
呈现“互联网+”大赛及双创教育
成果。

序篇以数据化的形式呈现了
双创教育成果及双创教育、课程
思政融入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的
亮点案例，并通过《2021大赛成长
力报告》呈现大赛引领、带动和支
撑双创教育改革的显著成果。

家国情怀篇重点展示了“文
物方舟——科技赋能文物数字化
保护领军者”“珍蚌珍美——生态
治水新模式，乡村振兴新动力”

“无人渔场——现代渔业领航者”
等 6 个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项
目，“珍蚌珍美”的“鱼-蚌+”生态
治水模式，实现了生态、社会、经
济三大效益同步提升，服务江西、
重庆、湖南等8省市，治理富营养
化水体面积约2.4万亩，亩均增收
2000元，带动就业6680人。

自立自强篇以大赛中征集的

“天梭动力”“一脉相传”“百炼钢
化为绕指柔”“管道侦察兵”等9个
重点项目为主，展现青年学子积
极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勇攀
科技高峰、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拓荒牛精神。

时代先锋篇以“Insta360 全景
相机”“朗思-激光精确感知气体
世界”“吾驾之宝：新能源汽车分
布式驱动控制技术领军者”等5个
创业成功优秀项目为载体，全方
位展示七届大赛“双创带动就业”

的丰富成果，以及对未来大赛在
带动就业方面的思考与规划。

全球视野篇以数字地球形
式，展示了国际双创教育互鉴交
流和对接全球双创资源的成效。

尾篇中嵌入“大先生与好学
生”交流互动环节，采取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实现多地同上一
门课，并展示创新创业素质教育、
探索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创业教育
新模式的成果。

（据新华社）

VR+5G、全息投影、裸眼3D……

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亮相南昌

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展现场

10月14日，记者从江西省住房
保障和公积金管理中心获悉，目前，
该中心共办理“商转公”业务1062
笔，发放贷款金额达4.54亿元，累计
为职工节省利息1.65亿元。

针对群众关注度较高的商业
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
款业务，该中心除及时恢复“商转
公”业务外，在全省首推“商转公”
直转业务(建、工、中、农、中信、交
通、招商、江西、民生等9家合作银
行皆已开通)，符合条件的职工无
需自筹资金结清商业贷款再办理
公积金贷款，还与建行、工行、民生
银行合作开通了“商转组合贷”业
务，有效缓解了贷款职工的还款压

力。目前，该中心共办理“商转公”
业务1062笔，发放贷款金额达4.54
亿元，累计为职工节省利息1.65亿
元。其中，办理“商转公”直转380
笔，发放贷款金额 1.61 亿元，累计
为职工节省利息 5738 万元，户均
节省利息约 15.1 万元；办理“商转
组合贷”业务19笔，发放贷款金额
362万元，节省利息119万元。

同时，该中心先后在手机公积
金APP上线了“公积金贷款逾期还
款”、异地缴存贷款使用证明功
能。职工可在线即时偿还逾期本
金及利息，避免贷款被计罚息并产
生逾期记录。

（记者林卓旎）

江西发放“商转公”业务贷款4.54亿元

记者 14 日从江西省教育考试
院获悉，2021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 10 月 30 日
举行，考生要按照常态化疫情防
控要求，自 10 月 16 日起，每天自
行进行体温监测，做好个人防疫
工作，打印并如实填写《健康情况
承诺书-体温自我监测登记表》，
同时通过“赣通码”如实上传个人
健康信息。

考生可于 10 月 25-30 日登录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下

载并打印《准考证》。据悉，来自
中高风险地区或有旅居史、考前
14 天体温异常(超过 37.3 C)、“赣
通码”显示非绿码或无法申领到

“赣通码”的考生，须于考前 48 小
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并携带考前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应
考。经考场监考教师审查确认、
体温检测符合要求后方可进入考
场。考试过程中，如身体出现异
常情况，应立即报告监考教师或
考试工作人员。 （金婉）

江西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10月30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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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跨学科综合性教学

南昌普通高中将实施选课走班制
今秋起，江西省普通高中入学的

高一新生全面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各
地根据实际情况相应推进改革工
作。14 日，记者从南昌市教育部门
获悉，《南昌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
工作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下
发，要求各学校合理制定课程实施规
划，有序开展选课走班，完善考试评
价制度。

《意见》要求各学校要开齐开足
国家规定课程，特别是综合实践活
动、劳动、技术（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
术）、艺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
康、理化生实验等课程，避免挤压选
修课程课时；体育与健康必修内容，
必须在高中三学年持续开设。学校
要根据高中新课程改革和高考综合
改革要求，建立符合学生实际的选课
指导制度，编制学科课程说明和选课
指南，为学生选课走班、生涯规划、选
科升学提供支持。

学校要注重加强跨学科综合性

教学，推动分类分层教学实施；要鼓
励和支持教师创新教学方式，从课堂
教学上提高教育创新能力。学校要
对实施选课走班教学进行整体规划，
制订走班教学工作方案；要在高一年
级开展不少于3 次的选课走班模拟，
原则上在高一下学期结束时完成学
生选课，从高二起实施选课走班，杜
绝强制代替学生确定选考科目。学
生和家长需签订选课确认书，原则上
一经确认不作修改，对确有特殊原因
的极少数学生，可向学校申请进行一
次选课变更。

《意见》中还要求，学校要充分利
用社会资源，加强与地区高校、科研
院所、科技企业合作，共建联合培养
基地；要加强与家庭、社会的沟通和
衔接，促进各类教育资源间的联系和
互动；要发挥中小学校外实践基地的
育人作用，落实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
德育活动的要求。

（金婉）

10月14日记者获悉，江西省
财政厅、江西省教育厅于近日联
合印发了《江西省省属高校捐赠
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以下简称《办法》)，省财政将
对省属高校捐赠收入超过10万元
以上的给予 15%-50%配比奖补，
进一步引导和鼓励省属高校拓宽
资金来源，健全多元化筹资机制，
促进全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办法》明确，高校是指省属
公办普通高等本科学校，不包括
独立学院、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
机构等。社会捐赠收入是指省属
高校通过民政部门登记设立的基
金会接收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实际
到账的货币捐赠资金(含外币)。

配比资金是指省级财政安排，对
省属高校获得的符合条件的社会
捐赠收入给予一定比例的奖补。

《办法》规定，每所省属高校
当年申报捐赠收入10万元(含)以
下，不予财政配比奖补；10-1000
万元(含)按1:0.5配比；1000-5000
万元(含)按1:0.25配比；5000万元
以上的按1:0.15 配比。每所省属
高校年度配比资金总额不超过
3000万元。配比资金主要用于优
势学科建设、教学科研活动、师资
队伍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等内
涵发展。不得用于偿还债务、支
付利息、发放教职工工资和津补
贴、支付罚款、捐赠、赞助以及对
外投资等支出。

《办法》要求，省属高校要按

照有关规定完整准确申报本年度
接受合格捐赠收入情况，确保申
报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
性。要遵循科学合理、公开公正、
统筹兼顾、讲求绩效的原则，确保
规范、安全和高效。要按照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对配
比资金实行全过程绩效管理，科
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对照绩效
目标做好绩效执行监控和绩效自
评工作，强化绩效结果应用。要
加强对配比资金使用的监督管
理，自觉接受审计、监察、财政及
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同时，应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向社
会公开配比资金相关信息，并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记者 林卓旎)

◎同步播报

江西：省属高校捐赠收入将获财政奖补

记者 14 日从中国公安部获
悉，今年以来，该部部署全国公安
机关深入推进“净网 2021”专项行
动，各地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深化
网络违法犯罪打击、网络生态治
理和秩序整治，共侦破案件 3.7 万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 万余名，
行政处罚违法互联网企业、单位 2
万余家，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在专项行动中，各级公安网
安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重拳
严惩网络突出犯罪。在严打“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行动中，公安机
关深入开展公民个人信息和数据
安全执法大检查，全链条打击非

法采集、提供、倒卖个人信息违法
犯罪，侦破案件3900余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4600 余名、行业“内鬼”
500余名，全力维护公民个人信息
安全和合法权益。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
赌博犯罪“断源”行动中，加强对
资金结算、技术开发、物料供应、
引流推广等关键产业治理，侦破
为电信网络诈骗和赌博提供网络
支撑犯罪的案件 1.66 万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4.9万名。

在打击“网络水军”行动中，
各地公安机关持续对利用自媒体
等实施敲诈勒索违法犯罪活动进

行重点打击，侦破案件 190 余起，
抓获涉案人员 1400 余名，依法关
停非法网站950余个。

在“护苗”行动中，严厉打击
涉青少年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
犯罪活动，侦破危害青少年案件
60 余起，查处犯罪嫌疑人 300 余
名，打掉涉未成年人淫秽色情网
站 16 个。

在严打网络黑客犯罪行动
中，各级公安网安部门深挖制售
木马程序、勒索病毒以及DDos攻
击等犯罪，侦破案件 900 余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2100余名。

（据新华社）

“净网2021”侦破案件3.7万余起
抓获嫌犯8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