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6月9日从江西省民政厅获悉，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扎实稳住经济政策措施，我省出台《民政
助力稳住经济发展的若干举措》，就民政
领域助力全省经济发展、兜牢民生底线
提出20条措施。

在兜住基本民生底线方面，我省将
进一步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
2022年6月完成社会救助保障提标提补
工作，通过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及时足额
发放补贴。落实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
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按规定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资金。为低保对象、特困人
员增发一次性生活补贴，受疫情影响严
重地区可为临时生活困难群众发放一次
性临时救助金。对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岗
复工、连续三个月无收入来源，生活困难

且失业保险政策无法覆盖的农民工等未
参保失业人员，未纳入低保范围的，经本
人申请，由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发放一
次性临时救助金。大力推行政府购买社
会救助服务，丰富服务类救助供给。会
同教育部门动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2022 年实现平均每 1
万个社会组织提供 4500 个就业岗位目
标。

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方面，将进一
步积极引导行业协会商会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搭建信息互通交流平台，更好链
接、整合行业领域资源，更好帮助会员单
位和企业纾困解难。鼓励行业协会商会
持续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免会
费与服务性收费，尽最大可能减轻会员
单位和企业负担。深入推进行业协会商

会乱收费清理整治，加大乱收费线索排
查和查处曝光力度。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将全面推进
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

“365天服务不打烊”，紧盯民生问题，优
化服务方式，积极打造“江西办事不用求
人、江西办事依法依规、江西办事便捷高
效、江西办事爽心暖心”的营商环境。

此外，我省还将加大对潜在困难群
众监测摸排力度、加大来信来访和救助
申办督办力度、加大对老年人和未成年
人的关爱服务力度、扎实做好残疾人两
项补贴和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并加
强民生资金监管检查，加强社会组织安
全风险监管等，为稳住全省经济发展贡
献力量。

（记者储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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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绿色生态”
国际认证联盟成立
6 月 9 日，江西召开“江西绿色生

态”国际认证联盟成立大会。据悉，
“江西绿色生态”区域公用品牌是由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牵头打造，旨在推
动江西将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提升江西绿色生态产业整体竞
争力和知名度。

近年来，中部省份江西大力打造
建设“江西绿色生态”品牌，提升当地
绿色生态产业整体竞争力和知名度，
推动将绿色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

记者了解到，“江西绿色生态”认
证是根据国际通行的合格评定方式，
依据“江西绿色生态”标准和相应认
证规则开展的高端品牌自愿性认证
活动。开展“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认
证，目的就是通过第三方品质认证，
提升“江西绿色生态”品牌的公信力，
发挥标准提档、质量提升、品牌引领
对供给升级的组合效用，培育、推广、
评价、认证一批“江西绿色生态”产品
和服务，让“江西绿色生态”品牌真正
走进市场、贴近生活、服务百姓。

“江西绿色生态”认证联盟的成
立，搭建了认证机构相互交流和服务
品牌建设的平台，对进一步集中和发
挥优质认证资源，用认证手段助推江
西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打造、提升、培
育“江西绿色生态”品牌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联盟成员将严把认
证标准，严守认证程序，提升认证公
正性和有效性，确保“江西绿色生态”
产品和服务经得起市场考验、消费者
考验，使“江西绿色生态”认证证书成
为传递江西绿水青山、市场信任的

“通行证”、市场经济“信用证”、国际
贸易“通行证”。

截至目前，我省已发放“江西绿
色生态”认证证书 55 张，获证组织 53
家。 （郑明国 记者 胡燕梅）

国家卫健委：

建15分钟核酸“采样圈”
不能“一刀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于 6 月 9 日下
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医
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介绍，在疫情
防控各项措施中，核酸检测是迅速发现
传染源、锁定管控目标，进而采取隔离等
措施切断传播途径的有效手段，是实现

“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
疗的关键措施，在成功处置聚集性疫情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指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过程中，
口岸城市、省会城市和千万级人口城市
由于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在这些城市建
立步行 15分钟核酸“采样圈”，有利于为

“应检尽检”“愿检尽检”人群提供更为便
利快捷的核酸检测服务，有利于提高疫
情监测预警灵敏性，有利于更早发现潜
在风险、更快地实施防控措施，避免出现
大规模、暴发式的聚集性疫情。

“值得注意的是，15分钟核酸‘采样
圈’并非要求所有城市均建立，主要是集
中在输入风险较高的大城市。是否建设
15分钟核酸“采样圈”，主要根据当地疫
情发生发展情况和防控需要，因时因势
确定，不能‘一刀切’。”郭燕红说，我国是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老龄人
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优质医疗资源总
量相对不足，一旦发生本土疫情传播，势
必造成大量的人群感染，老年人、有基础
性疾病的脆弱人群易发展为重症，因此，

“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策略，开展高效
便捷优质的核酸检测是非常必要的。

（据中新网）

“9 点 50 多我就守在云闪付客户
端，是拼手速的时刻了！”南昌正式启动
赣菜推广暨发放“美食洪城”餐饮促消
费活动首日的火爆场面令人印象深
刻。市民各个摩拳擦掌，希望能抢到此
轮餐饮消费券。

6月3日上午10时，江西省商务厅会
同南昌市政府、银联江西分公司正式启动
赣菜推广暨“美食洪城”餐饮促消费活
动。据介绍，此次活动通过云闪付APP发
放正餐、米粉2大类共6个档次面额的消费
券（满1000减400元、满500减200元、满
300减150元、满100减50元的正餐消费券
及满50减20元、满30减10元的米粉消费
券），共计投入资金1000万元，发放餐饮消
费券预计5万张。

“举办赣菜推广暨‘美食洪城’餐饮促
消费活动，是贯彻落实强省会战略的具体
行动，也是助企纾困保市场主体的有效抓
手。”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廖玲敏介绍说，
启动此次促消费活动，希望用好端午、暑
假消费旺季，拉动餐饮消费快速回升，为
餐饮行业满血复活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一季度，江西餐饮业收入达
382.56亿元，增长11.2%，高出全国10.7个
百分点，占全省社消额的13.16%。但3月
份以来，由于国内疫情多点散发，我省疫
情防控压力不减，对餐饮行业冲击巨大。
为此，全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做好助企帮

扶，深入落实我省纾困解难28条政策及省
商务厅10条具体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
解难题，全力保主体、旺消费。省市县三
级联动，以发放消费券等形式，带动商家、
平台、银行共同让利，多措并举激活消费
市场，打好扩大消费“组合拳”。

随着生活回归正常，南昌各大商圈
陆续恢复人气，尤其端午假期，各商业街
人头攒动。在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内，络绎不绝的市民穿梭在古朴的街道
上，拍照、购物、就餐，享受着悠闲的假日
时光。记者注意到，许多餐饮门店都张
贴了让利活动，除“美食洪城”餐饮促消
费活动外，万寿宫文化街区前期还推出
了堂食复工计划，一波波餐饮券的发放
带动了区域经济增长，为重振南昌餐饮
业提供了有效动能。

“南昌恢复堂食后，店里用餐的市民
逐渐多起来，尤其端午假期，几乎每桌都
要翻台几次，我们都忙不过来了，晚上人
气就更旺了，基本要等位。”万寿宫历史
文化街区一餐饮店店长一边笑着说一边
忙着引导顾客落座。

随着防疫形势的逐步稳定，越来越多
的市民走出家门，外出就餐，加上政府发
放的餐饮消费券刺激，餐饮行业强势复
苏，带动消费旺起来、氛围火起来、信心强
起来、商贸动起来、经济热起来。

（记者胡燕梅）

江西：
到2025年与RCEP成员国
货物贸易占比要达35%

记者 9 日从江西省商务厅获悉，
为深入对接 RCEP，江西多部门出台

《关于深入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推进我省高水平开放
实施意见》，从大力发展货物贸易、加
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深化双向投资合
作等七个方面明确了 21 项重点任
务。江西提出，到 2025 年，江西全省
与 RCEP 成 员 国 货 物 贸 易 占 比 达
35%，实际利用RCEP成员国外资达7
亿美元以上。

（记者 胡燕梅）

手机号“一键查询”
“一键解绑”来了！
8日，工信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上线了手机号“一键查
询”与“一键解绑”服务，可以查询手机号
注册的互联网账户情况，并提供微博、淘
宝、抖音和美团等解绑服务。

记者查询到，中国信通院在“号码绑
定”的服务声明中表示，号码绑定“一键
查询”服务提供查询本人持有号码期间
注册绑定的互联网账号情况；号码绑定

“一键解绑”服务提供解除本人持有号码
前（即号码注销重启前）号码注册绑定的
互联网账号关联关系（本人持有号码期
间绑定的互联网账号不受影响）。声明
还特别指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在网手机用户（不含2021年前携号
转入用户）可申请使用本服务。该服务
覆盖的互联应用范围是微博、淘宝、抖
音、今日头条、美团、大众点评等，具体以
申请页面为准。

（据澎湃新闻）

市场监管总局：

去年共查处
垄断案件175件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
法年度报告（2021）》，报告指出，全年查
处 各 类 垄 断 案 件 175 件 ，同 比 增 长
61.5%，罚没金额235.92亿元。

从违法领域来看，2021年在办结案
件中，民生领域占比60%，其他占比40%。

从违法行为类型来看，2021年办结
案件中，涉及限定交易行为的案件占比
43%；涉及制定排除、限制竞争规定行为
的案件占比 42%；涉及限制外地经营者
招投标行为的案件占比 13%；涉及妨碍
商品流通行为的案件占比 2%，通过执法
切实打破地方保护，优化市场营商环
境。 （据新华社）

促消费硬举措助江西餐饮业“满血复活”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

“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已经开
始，市场监管总局向全国互联网平台企
业和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出《关于规范

“6·18”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示》，
要求加大对“借党的二十大等重要活动
和疫情防控等名义”进行违法违规营销

行为的监管和处置力度。禁止不正当竞
争行为，不得通过排除、限制竞争及妨
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
品或者服务等开展促销。及时妥善化解
网络消费纠纷，及时受理、高效处理投诉
举报。 （据新华社）

“6·18”网络促销严查借防疫违法营销

■同步播报

相关规定
依据教育部2012年关于修改《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决定

的有关规定，考生被认定为作弊，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
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项考试1至3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
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至3年的处理：（一）组织
团伙作弊的；（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三）使用相关设
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
材料，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