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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

翁浙闽 万里俊

记者

王涛

） 近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

到， 我市将大力开展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者大军， 建设技能强市。

根据部署，

2019

年至

2021

年，全市将

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20

万

人次以上， 其中

2019

年培训

8.5

万人

次以上；经过努力，到

2021

年底技能

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22.5%

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

者的比例达到

30%

以上。

我市将企业职工、 农村转移就

业劳动者、 城乡未继续升学初高中

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退役军人、

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等就业重

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 贫困家庭子

女作为培训重点， 开展形式多样的

培训， 着力提升他们的就业创业能

力和水平。 同时，为适应产业结构调

整升级要求， 我市将紧盯“两光一

车”、大数据、大健康、大旅游等主导

产业的企业职工， 积极实施先进制

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能提升行

动，切实加强现代服务业、特种作业

和高危行业等从业人员技能培训。

我市将对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加

大资金支持力度， 从失业保险基金

结余中拿出

2.2241

亿元专项资金用

于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对参保企业

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零就业家庭成

员就业并开展以工代训的， 给予最

长不超过

6

个月的培训补贴；对企业

开展培训或者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制

培训的，可先行拨付

40%

的培训补贴

资金。

本报讯

（记者

张红艳

）

11

月

1

日， 市政协党组班子成员召开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认真学习

了《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 结合自身工作生活实际，逐

条进行分析对照， 认真查摆突出问

题，深刻剖析问题根源，研究制定了

整改措施，达到了明确差距、剖析问

题、增进团结、共促提高的目的。

与会人员认为， 要坚定地改，把

“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和政协履职

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切实做到即知即

改、立说立行、彻底整改。 班子成员要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发挥关键少数的

“头雁效应”， 在主题教育中高站位看

待、高标准谋划、硬碰硬推进，带头抓

学习、搞调研、查问题、促落实，为党员

干部作出示范、树起标杆。要拿出自我

革新、动真碰硬的决心和韧劲，坚持边

查边改， 以钉钉子精神把各类问题彻

底整改到位，以实际行动体现主题教

育的成果成效， 展现党员领导干部践

行初心使命的新担当、新作为。

本报讯

（记者

王调翁

）

11

月

7

日，记者从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市消防救援支队将于

11

月

8

日举办

上饶市纪念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综

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一

周年主题文艺汇演暨上饶市“

119

”

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充分展现新

时代消防救援队伍新形象， 广泛动

员社会各界关心消防队伍、 关注消

防安全，大力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今年“

119

”，既是全国消防日，

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一周年纪

念日。 一年来，全市消防救援队伍在

防范化解重大消防安全风险、 应急

救援行动、 社会火灾防控等方面做

出了积极贡献，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创造了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 在全市各地涌现出了

一批在处置初起火灾、 社区消防宣

传工作和社会宣教工作中发挥重要

作用的“身边灭火英雄”“社区宣传

大使”和消防宣教员，他们为社会防

控火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8

日的活动内容主要是为第二

届“身边灭火英雄”颁发荣誉证书、

为“优秀社区消防宣传大使”颁发荣

誉证书、为“优秀消防宣教员”颁发

荣誉证书。 现场观摩活动包括切割

工具表演、搜救犬障碍攀登表演、夹

乒乓球表演；消防机器人展示，登高

车、宿营车等多种消防车展示，高、

精尖消防器材装备展示， 灭火救援

纵深操展示。 此外，还有消防宣传车

体验、消防救生气垫体验、灭火器消

火栓操作体验、消防服装穿戴体验、

家庭火灾隐患查找等互动体验。

本报讯

（

余水荣 方菲菲

记

者

王涛

）为进一步推进“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的开

展，

11

月

6

日， 玉山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党总支部组织全队党员民警

来到玉山县烈士陵园，开展“不忘

初心，缅怀先烈”主题党日活动。

当日上午， 在革命烈士陵园纪念

碑前， 大队全队党员民警重温了

入党入警誓词。 向革命烈士敬献

花篮，鞠躬默哀。瞻仰了革命先烈

们的英勇事迹， 追思先烈们大无

畏的革命精神。

全队党员民警纷纷表示

,

将继

承先烈遗志，立足交管岗位，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做一名合格的人

民警察，保一方畅通，守一方平安。

本报讯

（

吴德强

记者

王涛

）

近日，黄家驷学生工作室、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黄家驷医院医疗

技术协作中心两大医疗人才工作

室在玉山县黄家驷医院正式成

立， 标志着玉山县在推进产学研

合作、 引进聚集高层次人才方面

又搭建了新平台。

据了解， 两大医疗人才工作

室的成立将促进黄家驷医院联合

全国重点医院共同打造学术交

流、科研创新平台，进一步拓宽高

层次人才引进的渠道， 充分实现

优势资源互补，将在人才培养、学

科建设、 科研带教等方面对玉山

医疗卫生事业进行帮扶和指导，

进一步提升玉山医疗的综合实力

和整体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该县

医院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医疗诊疗

水平，真正造福玉山百姓。

我市开展大规模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市政协党组成员

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

我市启动2019年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玉山交警

缅怀革命先烈

玉山引北京上海专家

建人才工作室

本报讯

（

封隽

记者

程晖

）日

前，记者从税务部门获悉，为营造诚

信依法纳税环境，今年以来，国家税

务总局上饶市税务局稽查局将税收

违法“黑名单”公布及推动联合惩戒

措施，作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化“放管服”改革、减税降费等重要

工作内容，将“黑名单”制度与“打虚

打骗”重点工作有机融合，持续加大

“黑名单” 公布及联合惩戒力度，取

得了显著的工作效果。

为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信用惩戒大格局的形成，推动“黑

名单” 公布和联合惩戒工作再上新

台阶， 该局主要领导行动上积极主

动、思想上不等不靠，对内联系市局

法制科、 纳服科、 征管科等相关部

门，明确各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对

外联系发改委、市管局、海关、铁路

等单位，对“黑名单”企业及失信人

开展联合惩戒。

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

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 自公布以

来， 对此前执行的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案件公布标准、信息公布内容、信

用修复、 案件撤出等规定进行了修

改，对此，上饶市税务局稽查局积极

贯彻落实，大力开展“联合惩戒”系列

宣传活动，通过走企业，进车间，使广

大纳税人及时了解掌握相关惩戒措

施、法律依据、责任部门及操作程序，

引导纳税人自觉提高税法遵从意识，

有力地营造了诚信依法纳税的社会经

济环境。

上饶税务部门强化联合惩戒措施

营造诚信依法纳税环境

减税降费进行时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