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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8月 12日，邮储银行江西省分
行支持的客户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
市。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作为3家金融机
构之一受邀参加挂牌仪式。

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功能性硅烷、纳米硅材料等硅基新
材料及其他化学助剂的研发、生产与销
售，是我国含硫硅烷制造细分行业中具
备循环经济体系的企业之一。公司于
2019 年 4 月提交上市申请，2020 年 6 月通
过审核。

“不是等我们做大以后再帮助，而是

企业从小、到中小，到大型，邮储银行都伴
随着我们一路成长。”江西宏柏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由衷感慨。2017
年，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辖内景德镇市分
行主动作为、精准施力，在了解到该公司
的资金困难后，行领导第一时间带队主动
上门走访，打破传统信贷思维，跳出原有
风控模式，制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从做
好融资产品与企业需求匹配、加大资金投
放力度、优化信贷审批流程等方面精准对
接，成功为企业提供了流动资金贷款 3960
万元以及出口发票融资 150 万美元，助力
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江西宏柏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融资需求额度与期限
也随之水涨船高，2018年邮储银行江西省
分行辖内景德镇市分行向该企业发放流
动资金贷款 4274 万元以及出口发票融资
150 万美元；2019 年发放国内信用证 2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2890 万元；2020 年发
放流动资金贷款 4300 万元。企业营业收
入从 2016 年的 5.61 亿元到 2019 年的 9.67
亿元，实现了几乎翻倍的增长。截至目
前，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辖内景德镇市分
行已累计为江西宏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1.83亿元贷款。
2014年以来，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辖

内各级分支行长以及信贷条线人员积极
开展“走政府、走总部”“百园千企”“医药
双百”“品牌营销”及“小企业客户大走访”
等活动，梳理了全省近180家在主板、中小
板、创业板及新三板上市的企业名单，组
建了 50 个专业客户服务团队开展送金融
服务上门活动。截至目前，邮储银行江西
省分行已帮助江西超 31 户中小企业成功
登陆新三板、主板等资本市场，为推动江
西实体经济振兴、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作
出了积极贡献。

邮储银行江西省分行：助力“映山红”绽放资本市场

来到上高县南港镇员山村，青山环
抱、绿水潺潺、荷花摇曳，农家房屋坐落
于山水之间，仿佛走进画卷之中。好山
好水好风景，也带来了好前景，员山村自
产的湿粉远近闻名，葡萄、杨梅、西瓜、猕
猴桃等特色农业园让老百姓尝到了甜
头，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农民的“金山
银山”。

今年以来，南港镇立足生态优势，坚
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深入开展“优
环境、促发展”大讨论活动，推进环境综合
整治，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建设美丽乡村，
切实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亮剑”污染企业，护水动真格。该
镇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走访调研，收集制
约发展的问题清单，实行挂图作战，大力
整治矿粉企业，将41家矿粉加工企业整合
成1家环保达标的现代化企业，并按照“谁
开发谁治理、边开发边治理”要求，全面落
实除尘降噪、植被恢复、水土保持等整改
措施，对露天矿石进行植树种草复绿。该
镇还深入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建设污
水管网，建立污水处理厂、水断面监测站，
南港水库水质达到国家二类水质标准，一
泓泓甘甜的清水源源不断地送入县城 20

余万居民家中。
“以前羡慕城里好，现在村里不比城

里差。”南港镇梅沙村两位老人李泉典、李
宜友坐在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的秋千上
聊天，短短3个月的时间，这个过去脏乱差
的广场已经变成鲜花环绕、红砖铺路的村
民学习休闲场所。该镇因地制宜开展秀
美乡村建设，大力进行人居环境整治，对
村内河道、坑塘进行集中清理，围绕破败
物体治理、厕所入室改造、生活垃圾清理
等工作，让村民生活更舒适，农村环境更
整洁。

环境美了，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也带

来了更多的经济财富。南港镇以水为媒，
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暑假时期白云峰漂流
景区每天接待游客近千人，络绎不绝的游
客为当地带来了人气和财气，农家乐、休
闲娱乐等行业蓬勃发展，村民在家门口就
可以就业，仅今年 6至 8月上旬，景点收入
达 350 万元。该镇还依托优美的自然环
境，积极探索“生态+扶贫”，流转土地
1600 余亩发展种植业、生态养殖业，建起
了生态鱼、高山西瓜、古茶、紫皮大蒜、太
子参、猕猴桃等产业基地，带领贫困户脱
贫致富，让村民端起“旅游碗”、吃上“生
态饭”。 （李超群 易奇勋）

上高南港：端起“旅游碗”吃上“生态饭”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8月14日，记者走进德
安县成长宝贝早教中心，芒果班班主任沈玲旭老师正在
教小朋友们学习《悯农》这首诗。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从娃娃抓起。这是德安县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一
个缩影。目前，一场“光盘”行动的倡议，在德安大街小
巷迅速传播。

杜绝浪费，餐厅实行押金制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珍惜粮食”“文明就餐，杜绝浪费”。如今，德安县的
餐馆都在醒目位置张贴这样的宣传标语，餐桌上摆放着

“文明用餐”提示牌，处处可见倡导节俭、杜绝“剩”宴的
温馨提示。

任子研是德安县东风大道山海坊餐厅的业主。她
说：“每天晚上打烊的时候，看到那些剩菜剩饭被倒入垃
圾桶，打心眼里感到可惜，很多次在客人点菜的时候，想
劝客人少点一些，又怕客人说我看不起人，话到嘴边都
咽了回去。”说到现在的倡议行动，任子研给予点赞：“我
早就想实行押金制结账方式，先让客人在点菜前交 100
元押金。如果结账的时候饭菜剩余量低于 10%，就可以
享受打折优惠；如果饭菜剩余量超过 50%，押金便不退

还。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这样做了！”
“这位女士，我们现在提供半价菜。”“从今天开始，

我们免费提供打包盒。”在万象商场旁的金蒲园餐厅，大
桌小桌旁坐满了人，服务员在向顾客宣传文明用餐。“我
们现在新推了半价菜，根据每一桌客人的数量推荐适量
的菜品，对于客人较少的，就会向他们推荐半价菜，很受
消费者欢迎。”金蒲园餐厅业主袁玉婷介绍，现在打包盒
也免费提供，客人没吃完的食品，会督促他们打包带走。

市民行动，吃饭按需点餐

“光盘”新风尚不仅体现在大小餐馆，在百姓自家餐
桌也是如此。“凡凡，晚上回来吃饭么？”家住博阳御景园
的吴朝阿姨正在给女儿打电话。“我每天做晚饭前，都会
问清楚几个人吃饭。”吴阿姨一边摘着空心菜叶子一边
说，“我们家做饭的原则就是宁少勿撑，吃多少煮多少，
尽量不剩菜、不剩饭。”

说话间，吴阿姨的女儿凡凡回来了，一手提着早上
没吃完的馒头，一手提着大西瓜：“早上赶着开会，这些
馒头没来得及吃，扔掉怪可惜的，就带回来了。”“明天早
上我放在锅里煎一煎，又是一顿美味呢。”吴阿姨赶紧接
下这些馒头，对女儿的做法表示欣慰。

“我吃不了这么多面，可以少装一点。”在东佳路的
一碗香面馆，市民张琳点了一碗牛肉面，“一大碗面吃不
完，大半碗刚刚好，不浪费。”张琳说，她每次和家人出来
吃饭，都是按需点餐，吃不完就让店员少装一点。

践行美德，文明单位当榜样

在德安县检察院食堂，一批批就餐者陆续到来。谢
婷是检察院的年轻干部，她在窗口取了一个鸡蛋、一个
包子、一碗绿豆粥。“我吃不了那么多，每次都是吃多少
拿多少。”她说。

弘扬节俭之风，机关干部要先行。作为多年的文明
单位，“文明餐桌”是德安县检察院一直努力在做的功
课。高芳是院后勤服务中心副主任，如何让全院干部职
工吃得营养、健康，同时又能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杜绝

“舌尖上的浪费”？高芳可花了不少心思。为推进“文明
餐桌”行动，他们在餐桌上摆放写有“厉行节俭、杜绝浪
费”的提示牌，在墙上张贴宣传画，提倡“珍惜粮食、远离
浪费”，推行文明、科学、健康消费理念，同时安排院里年
轻干部担任监督员，提醒就餐人员文明用餐，按需取
餐。高芳说：“如今，大家都能从点点滴滴做起，节约每
一粒米、每一度电、每一张纸，助力文明单位建设。”

坚守“粮”心 杜绝“剩”宴
——德安县多措并举开展“光盘”行动

葛婧煜 熊 欣 本报记者 练 炼

央视七夕特别节目在新余完成录制
本报新余讯（见习记者邹宇波）8月14日，由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倾力打造的2020七夕特别节目《天下有情人》，在新余
市仙女湖畔完成录制。今年的节目不仅有歌曲、舞蹈、相声等
内容，还邀请了脱贫一线基层干部夫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的平凡人、防疫专家组成员等，分享特殊的爱情保鲜秘密。

此次特别节目以“天下有情人，此夕最相思”为主题，全篇
分为“此时醉良辰”“此夕最相思”“此生共相守”三个篇章，表
达珍惜当下的含义。节目将于 8月 25日晚在CCTV3综艺频
道播出。

八月湖街道突出统战“双向服务”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曾晖）今年以来，南昌县八月湖街道

在夯实党建基础上，深入推进“党建+”工作，以突出统战“双
向服务”为载体，充分发挥基层统战优势，促进统战工作长足
发展。

八月湖街道在便民服务大厅设置综合窗口，主动为统战
对象提供窗口服务，积极为党外人士办实事、办好事，并深入
一线走访服务侨胞侨属。组建统战志愿服务队，充分调动统
战对象的积极性，把统战服务与志愿服务有机结合，发挥他们
在各专业领域的优势与特长，推动志愿者服务常态化。

靖安将监督触角延伸至最基层
本报靖安讯（通讯员孙俊）近日，靖安县纪委监委聚焦群

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深入贫困户和农村党员家中，围绕脱
贫攻坚等相关政策开展入户宣讲活动。

纪检监察干部和村级纪检监督信息员分组开展入户走
访，向百姓讲解脱贫攻坚各项惠农政策，同时，对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的发放管理使用不规范、惠农政策落实
和资金使用不到位、扶贫领域腐败和不良作风等问题逐一
进行督促检查。工作人员在宣传栏张贴举报公告，现场发
放《信访举报简明手册》等，并设置举报箱，全天候受理群众
诉求和举报。

在河北省辛集市烈士陵园内，矗立着一
座烈士亭，亭中竖着一块高高的石碑，上面镌
刻着抗日战争时期为国捐躯的冀中六分区将
士姓名，其中一位就是英年早逝的冀中六分
区司令员王先臣。

王先臣，1914年出生于吉安县永阳镇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8月，王先臣随红六军团长征，次年调
任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共青团总支书记，长
征结束后，进入延安红军大学政治队学习。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先臣先后任八路军
三五九旅七一八团组织股长、教导员，旅特务
团政委，冀中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政委，
冀中军区警备旅第一团政委。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王先臣率部
参加破袭石（家庄）德（州）铁路的战斗。战前，
他将部队组织成若干战斗小组，反复进行卸钢
轨夹板、螺帽、道钉等技术训练，并准备了大批
扳手、手榴弹、土炸药等工具和武器。战斗中，
王先臣身先士卒，亲率爆破组、拔钉队行动，并
指挥机枪手掩护战士们破路桥、炸涵洞。全团
共破坏敌人铁路40余公里，受到八路军总司
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通令嘉奖。

1942 年，王先臣任冀中第六分区司令
员，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同日伪
军展开游击战。他将部队化整为零，牵着敌
人鼻子走，指挥各部队穿插活跃在敌人堡垒
群之间。

1943年春，王先臣率第三十一区队伏击晋县（晋州市）城
里押民夫去石德路南挖河的十几名“鬼子”和100名伪军。经
半小时激战，打死日伪军30余名，俘获40余名，活捉十几名工
程技术人员，有力打击了敌人。同年冬，100多名日伪军突然
包围位于赵县小吕村的一个区小队，王先臣马上指挥区大队
两个排，兵分两路，猛扑上去，打死敌人20余名，活捉10余名，
余敌狼狈逃回老窝。这一年，王先臣率领第六分区军民克服
重重困难，坚持战斗，打开了在平原坚持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1945年 7月 1日，王先臣率部攻打赵县前大章敌据点，并
击溃赵县来援之敌。在侦察中，他不幸被潜伏之敌开枪击中
胸部，当场牺牲，时年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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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民进南昌市西湖区总支工作人员冒着炎炎烈日来
到安义县长均乡把口村，看望村帮扶干部和结对帮扶对象，为
他们送上米、油等慰问品。 通讯员 王园红摄

8月14日，靖安县奇卡幼儿园的小朋友中午用餐后，比一比谁的碗最
干净。当天，该园开展“宝宝爱‘光盘’”主题班会。

特约通讯员 徐仲庭摄

“光盘”行动

“大米收购和加工都已经全面恢复了，
不耽误今年生产经营！”鄱阳县石门街镇金
亭村农产品合作社负责人项三中高兴地说
道。7月初连续强降雨造成的洪涝灾害，使
该合作社储存加工大米的厂房受损严重，
让该厂陷入了困境。当收到鄱阳农商银行
客户经理主动上门授信的20万元贷款时，
项三中难掩激动之情。更让他感到满意的
是，这笔贷款为无需提供抵质押物的纯信
用贷款，而且在申请当日就发放到位。

7月以来，江西遭受连续强降雨袭击，
上饶、九江等多地受灾严重。江西省农信
联社第一时间成立了金融支持灾后重建
和恢复生产工作领导小组，部署指导全省
农商银行在抓好自身防汛抗洪、保障金融
服务的基础上，迅速广泛对接受灾地区和
群体资金需求，加大信贷资金供给，以金
融力量助力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帮助受
灾群众和企业渡过难关。

与时间“赛跑”

——“快”字当先摸灾情

汛情期间，正值早稻收割和夏粮收购
关键时期。全省农商银行充分发挥点多

面广优势，迅速对辖内开展全面摸排，并
加强与地方政府、农业农村等相关部门联
系对接，第一时间摸排掌握地方受灾农
户、种养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涉农
客户损失情况和资金需求，精准支持农业
领域灾后重建、恢复生产经营。

针对受灾农户和企业，江西辖内农商
银行通过单列信贷计划，预备支持灾后重
建和生产经营专项贷款，重点满足受灾影
响较为严重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食、蔬菜、水
果等绿色食品产业客户信贷需求，加大信
用贷款和中长期贷款发放力度，做到应贷
尽贷，帮助受灾客户渡过难关。截至 8 月
14 日，已累计摸排受灾农户 5069 户、发放
贷款 19.46 亿元，摸排受灾企业 565 户、发
放贷款6亿元。

强信贷支持

——“急”字当头解难题

在全面摸排受灾群众和企业需求后，
江西省农信联社从全年信贷计划中安排
100 亿元信贷规模，专项支持灾后重建和
生产经营，指导全省农商银行充分运用专

项贷款规模和央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
支持计划，按照“一户一策”的帮扶思路，通
过实行容缺办理、绿色通道等差异化金融
服务，合理满足受灾小微企业、农户、个体
工商户信贷需求，对受灾群众和企业贷款
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发放，做到“应贷
尽贷、应延尽延、应简尽简”。7月，全省农
商银行累计发放支持灾后重建相关贷款约
20亿元，惠及受灾客户4360户。

金融供给不停，优惠力度不减。针对
受灾企业，本着“不断贷、不抽贷、不惜贷”
原则，江西辖内农商银行一方面加大信贷
投放力度，另一方面对因受灾导致贷款出
现逾期的客户，根据实际情况减免罚息，
并灵活运用延期还本付息、无还本续贷等
优惠政策予以支持，同时对新发放贷款在
当前执行利率上根据受灾程度给予下浮
10-50 个 BP；对受灾特别严重的客户，还
给予一定期间的利息减免，让受灾客户轻
装上阵、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以创新聚力

——“实”字为要探新路

在指导全省农商银行充分运用各项

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江西省农信联社
还鼓励各地农商银行结合实际，在全面
了解受灾客户金融服务，特别是信贷服
务的基础上，加快创新特色贷款产品，为
受灾客户灾后重建、恢复生产提供专项
资金。

“‘百福·灾后重建贷’是鄱阳农商银
行针对灾情专门推出的金融产品，用于
支持受灾情影响而需要恢复生产的企
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鄱阳农商银行
信贷部门负责人介绍说，“该项信贷产品
为纯信用贷款，最高额度 30 万元，贷款期
限在 1 至 3 年不等，申请人只需提交受灾
贷款申请，客户经理上门办理，最快一天
即可收到贷款资金”。自 7 月 15 日推出
以来，鄱阳农商银行已累计发放重建贷
2750 万元，惠及受灾群众 103 户。此外，
上饶、彭泽、婺源等地农商银行也纷纷安
排专项资金，推出救灾专项信贷产品，以
大力度、快速度、优政策满足受灾客户资
金需求，切实提振受灾群众灾后重建的
信心。

风雨过后，江西各地迅速投入到灾
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各项工作，全省农
商银行正全力以赴支持受灾地区重建美
好家园。 （江商航）

全省农商银行专项资金助力灾后重建

东湖区殷家巷社区地
块旧城改造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被征收人：

东湖区殷家巷社区地
块旧城改造项目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安置
选房、签约工作，定于2020
年 8 月 22 日至 23 日，请各
位被征收人按照分段时间

节点前来办理选房、签约
手续。

选房、签约地点：东湖
区二七北路520号（阳光
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

南昌市东湖区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
事处

2020年8月19日

公 告

8月15日，赣州市章贡区某餐饮企业员工正在向食客宣传拒绝餐饮浪费理念，并提
醒食客适量点餐。连日来，章贡区各餐饮企业纷纷行动，通过推出“小份菜”、提醒点餐
等方法，坚决制止“舌尖上的浪费”。 通讯员 胡江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