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2 日，中国在云南昆明
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
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宣布，正
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
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
家公园。

其中，武夷山国家公园跨福
建、江西两省，保护面积 1280平方
公里，分布有全球同纬度最完整、
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常绿
阔叶林生态系统，是中国东南动植
物宝库。2017年，武夷山边界调整
项目在第 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
江西铅山武夷山成功列入世界文
化与自然遗产地。

对于江西部分片区被纳入武
夷山国家公园，江西财经大学协同
创新中心副主任、江西旅游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曹国新向记者表示，
武夷山国家公园将受到国家最严
格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将更加丰
富、森林植被原真性将加强、生态
环境质量将提高，有助于保持江西
铅山武夷山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
性和完整性。 （杨文超）

武夷山成首批国家公园
有助江西保持自然生态原真性

9月以来，江西高温少雨，干旱
面积逐步发展，省内部分地区水
稻、棉花、果树等作物受到影响，并
造成部分地区油菜、蔬菜等秋冬作
物播种期推迟。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介绍，根
据最新预测，10月中旬江西省气温
较前期明显下降，但大部地区旬降
雨量仍偏少，旱情将进一步发展。
农业气象中心提醒，各地农户要通
过引水灌溉、机井取水等多渠道保
障晚稻用水，及时收晒已成熟的中

晚稻，确保颗粒归仓。
江西省农业气象中心提醒，油

菜、蔬菜等秋冬作物即迎来播种
期，土壤墒情较好的地段需要抓紧
时间播种，墒情差的地区尽量引水
灌溉以适时播种，并尽量选用抗
旱、抗病能力强的品种。茶园、果
园及油茶园建议采用喷灌、滴灌等
方式增加土壤墒情，灌溉后注意采
用可透水的地膜等覆盖保墒，以减
轻干旱的不利影响。

（据人民网）

持续少雨引发江西部分地区干旱

记者 13 日从江西省教育考
试院获悉，我省印发《关于做好全
省2022年普通高校专项计划招生
工作的通知》，明确2022年我省继
续开展普通高校国家专项、地方
专项、高校专项和苏区专项等专
项计划招生工作，优秀农村高中
生可按照报考要求且结合自身情
况，通过专项计划就读自己心仪
的大学。

据了解，我省国家专项计划
实施区域为原24个集中连片特殊
困难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申报国家专项考生须同时具备下
列条件：本人户籍自高一开始至
今均在实施县（市、区），并在当地
完成 2022 年普通高考报名；本人
与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具有
同一实施县（市、区）户籍；本人具
有户籍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3
年（6学期）学籍并实际就读。

我省地方专项计划实施区域
为全省农村地区。申报地方专项

考生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已在
我省完成 2022 年普通高考报名；
本人自高一开始至今具有江西省
农村户籍。

我省高校专项计划实施区域
为原58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和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及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规划县。申报高校专
项考生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本
人户籍自高一开始至今均在实施
县（市、区），并在当地完成2022年
普通高考报名本人与父亲或母亲
或法定监护人具有同一实施县
（市、区）农村户籍；本人具有户籍
所在县（市、区）高中连续3年（6学
期）学籍并实际就读。

我省苏区专项计划实施区域
为54个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
县。申报苏区专项学生须同时具
备下列条件：已在实施区域完成
2022 年普通高考报名；本人户籍
自高一开始至今均在实施区域。

申报国家专项的考生可到报

名所在县（市、区）招考办（考试中
心）领取或网上下载《江西省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国家专项申报资
格审核表》（以下简称《国家专项
审核表》），如实填写考生承诺部
分并签名，分别送毕业中学、学籍
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于2022年3
月 1 日前交报名所在县招考办审
定，逾期不予受理。

申报高校专项的考生可到县
（市、区）招考办领取或网上下载
《江西省 2022 年普通高校招生高
校专项申报资格审核表》（以下简
称《高校专项审核表》），如实填写
考生承诺部分并签名，送毕业中
学、学籍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前交县招考办审
定，逾期不予受理。经审定符合
条件的考生须于4月25日前登录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网址：https:
//gaokao.chsi.com.cn/）完 成 报 考
高校申请。

（金婉）

四大专项计划惠及江西优秀农村学子

10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
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意
见》）。

《意见》指出，推动众创空间、
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链条发
展，鼓励各类孵化器面向大学生
创新创业团队开放一定比例的
免费孵化空间，并将开放情况纳
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
评价。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器
等创业载体应安排 30%左右的场
地，免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有
条件的地方可对高校毕业生到
孵化器创业给予租金补贴。毕
业后创业的大学生可按规定缴
纳“五险一金”，减少大学生创业

的后顾之忧。
在财税扶持政策方面 ，《意

见》指出，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
度内从事个体经营，符合规定条
件的，在 3 年内按一定限额依次
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
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
税；对月销售额 15 万元以下的小
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规定减免
所得税。对创业投资企业、天使
投资人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
新技术企业以及种子期、初创期
科技型企业的投资额，按规定抵
扣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对国
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

学科技园以及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按规定免征增值税、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金 融 政 策 支 持 方 面 ，《意
见》指出，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
策及贴息政策，将高校毕业生
个人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 20 万
元，对 10 万元以下贷款、获得设
区的市级以上荣誉的高校毕业
生创业者免除反担保要求；对
高校毕业生设立的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最高贷款额度提高
至 300 万元；降低贷款利率，简
化贷款申报审核流程，提高贷
款便利性，支持符合条件的高
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据澎湃新闻）

高校毕业生个人最高贷款额度升至20万
◎相关新闻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如约而至，10
月12日，南昌市西湖区上谕亭社区联
合西湖综合执法队开展了“九九重阳
节浓浓敬老情”为主题的敬老活动，
邀请了辖区十几名老人代表欢聚一

堂，共度佳节。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
们为老人们切蛋糕送香蕉，和老人拉
家常讲故事，宣传垃圾分类知识。社
区还邀请医护人员为老人们检查口
腔，祝福老人们身体健康。 （魏伟）

九九重阳节 浓浓敬老情

近日，南昌连续遭遇 4-6 级大
风天气，多处工地围挡出现破损
倒塌情况，为避免围挡受损影响
市民正常出行甚至损坏车辆财
物。东湖区城管执法大队联合市
城管支队一大队，对全区围挡进
行了排查整治，修复围挡 10 余

处，加固围挡约 900 米。据悉，执
法队员将在大风天气持续期间，
持续保持高密度的围挡巡查力
度，切实预防围挡破损、倒塌问题
的发生，保障好居民的出行和生
命财产安全。

（唐澍政）

大风天气围挡损塌 城管上路帮忙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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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将
立德树人理念融入双创教育中，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转向为育人为本、全
面发展，实现育人与发展的统一。

今年大赛进一步回归教育本质，坚
守育人育才“本色”，力争从“稚嫩”中突
出“不平凡”。新设“本科生创意组”，并
设置单独的晋级通道，保障在校大学生
深度参赛，让更多创新创业的“未来之
星”脱颖而出。增加了参赛人员年龄不
超过35周岁的限制，让更多青年学生有
展示机会。大赛同期举办创新创业成
果展，突出展示各地各高校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

力军的成果。
七年来，以大赛为抓手，我国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开设 3万余门
创新创业相关课程、建立 3.5 万余人的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200所全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一连串举措，厚植了中国双创人才
的成长沃土。

在大赛带动下，青年学子的实践锻
炼能力也显著增强。目前，超过1000所
高校的 139 万名大学生参与“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累计约 34万
个国家级项目获得了总计超过 58 亿元
的资助。

坚守育人育才“本色”

为青年筑就创新创业成才梦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综述

红色，同样是标注大赛特色的
关键词。

今年 6 月，大赛“青年红色筑
梦之旅”全国启动仪式在江西井
冈 山 举 行 ，并 与 上 海 、深 圳 、嘉
兴、延安、雄安等地联动，串起建
党百年历史，弘扬跨越时空的井
冈山精神。

在本届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
旅赛道上，朝气蓬勃的大学生更
加关注革命老区，青年的家国情
怀和责任担当也得以不断彰显。
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共有 2586 所
院校的 40 万个创新创业团队、181

万名大学生扎根革命老区、城乡
社区创新创业，共对接农户 105 万
户、企业 2.1 万多家，签订合作协
议 3 万余项。

“在投身革命老区、助力乡村振
兴的过程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价值和奋斗目标。”南昌大学“珍
蚌珍美”团队负责人邹青青说。

据统计，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
累计有 450 余万名大学生走进延
安、井冈山等革命老区，参与“青年
红色筑梦之旅”活动，接受思想洗
礼、加强实践锻炼，将激昂的青春梦
融入伟大的中国梦。

点亮课程思政“红色”十月的南昌，
秋高气爽。第七
届中国国际“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总决赛
12 日在南昌大学
开幕。

自 2015 年首
届大赛举办以来，
累 计 603 万 个 团
队、2533万名大学
生参赛……一个
个数字，标注着青
年创新创业热情
的不断攀升。这
项赛事已成为助
力众多青年实现
创新创业成才梦
想的摇篮。

从 2017 年首次设立“国际赛
道”，到今年包括哈佛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著名
高校组队参赛，“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正不断搭建起全球创
新创业教育宽广的交流平台。

不仅如此，大赛在每年总决赛
期间还举办创新创业教育国际交流
会议，各国高校代表畅谈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共商高等教育合作发
展。这也有效扩大了我国高等教育

的国际影响力。
据统计，七年来，大赛聚合了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万大学
生，为国际青年搭建交流思想、互学
互鉴、增进友谊的对话平台，也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国际
化、年轻化、多元化的双创力量。

在吴岩看来，大赛已成为展示
新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的重
要窗口，成为世界大学生实现创新
创业梦想的全球盛会。（据新华社）

再添高质量发展“成色”
大赛举办七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

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充分体现了以科
技创新为基础的大学生创业特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梭动力”团
队研发的“北航4号”固液动力高空高速
飞行器成功发射，实现固液动力飞行器
高空高速有控长时飞行；

重庆大学“一脉相传”团队首创共
享通道无线能量与信息同步传输技术，
研制出“油脉”系列产品，大大提高钻井
速度和安全性……

引领科研成果转化，今年大赛新增
产业赛道，推动赛事成果转化与产学研
深度融合，助力高校的智力、技术和项目
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对接，有
力深化了高校与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
合作，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表
示，中国的创新创业教育培养了大学
生敢闯会创的可贵素质，为当代大学
生绽放自我、展现风采、服务国家提
供了新平台。

擦亮创新创业“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