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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
转让协议》，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支
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分公司。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21年1月11日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占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718、0791-86831633

住所地：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

金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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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南昌市华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江西新力贸易有限公司

南昌市新东方大酒店有限公司

南昌市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市东方豪景花园酒店有限公
司

南昌市梅岭东方度假村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2017）南农银流借字第106512017061310030003号

（2017）南农银流借字第1061020171226010001号

（2017）南农银流借字第106842017041710030001号

（2016）南农银固借字第106842016012910040001号、（2016）南农银流借字第
106842016102610030001号、（2020）南农银流借字第
106842020033010030001号、（2019）南农银展字第10684201910250001
（2017）南农银流借字第106842017020610030001号、（2019）南农银流借字第
106842019091910030001号、（2019）南农银展字第10684201902060001
（2016）南农银流借字第106842016022510030001号、（2019）南农银展字第
10684201902220001

担保人
南昌市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吴伟松、吴惠、吴波、涂玉英
南昌琦文贸易有限公司、南昌琦婷贸易有限公司、南昌洋之瀚贸
易有限公司、南昌豪飞贸易有限公司、南昌梅花伞贸易有限公司、
廖振海、吴波
南昌市新东方大酒店有限公司、南昌市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惠、吴波、涂玉英

吴惠、吴波、涂玉英、南昌市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惠、涂玉英、吴波、南昌市东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吴惠、吴波、涂玉英

本金
29,786,255.74

19,700,000.00

39,960,000.00

273,000,000.00

99,000,000.00

84,999,997.49

1月 8日，宜春雪后放晴，气温很
低，忙碌了一早晨的环卫工人来到袁
山中路崔家园“红色驿站”，泡一杯热
茶，加热早餐，稍作休息。这是宜春
中心城区第一座专为环卫工人打造
的城市管理“红色驿站”。

宜春城市管理“红色驿站”位于袁
山中路崔家园路段，由宜春市环卫处
利用崔家园公共卫生间的值班房和休
息室升级改造而成。2020年 12月 23
日，由宜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监督指
导、宜春市环卫处投资15万元建设的

城市管理“红色驿站”正式投入使用。
“红色驿站”是宜春市环卫处结

合“优环境，促发展”和基层党建“三
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为一线环卫工
人等户外工作者和广大市民提供便
民服务而建设的。“红色驿站”外观以
浅色底、红色字、红色图案为主基调，
简约大方。驿站内有空调、液晶电
视、茶几、沙发、书籍、微波炉、充电插
座、绿色盆栽、前台服务桌、便民桌
子、饮水机、雨伞架、椅子、投影仪、便
民箱等物品。

据宜春市环卫处负责人介绍，
“红色驿站”每天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值守，可以为广大一线环卫工人、其
他户外工作者和过往市民提供临时
休息、饮水、应急充电、饭菜加热、避
暑取暖、看书看报、暂借雨伞等便民
服务。环卫工人们累了，可以来驿站
歇歇脚；渴了，可以到驿站喝点水；手
机没电了，随时可以到驿站充电。“红
色驿站”就是环卫工人温馨的港湾。

（罗亚萍 熊国东）
（宜春市环卫处供图）

宜春首座城市管理“红色驿站”亮相

宜春首座城市管理宜春首座城市管理““红色驿站红色驿站””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行走在南昌市
新建区，一个个项目建设的现场热火朝
天，一股股干事比拼的热情澎湃涌动。

中国联塑南昌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迈
入智能制造的快车道；欣悦湖体育产业
园、新建区文化中心等一批民生工程加
紧施工，刷新着群众的获得感；九望新城
建设稳步推进，拓展着城市发展的新空
间……

2020 年以来，新建区紧扣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强产兴城步伐全面
提速。老城蝶变，新城崛起……如今的新
建区，已然发生深刻变化。

强产业，彰显“新建速度”
2020 年 12 月 22 日，位于新建经开区

的中国联塑南昌生产基地顺利投产。该
项目从奠基到投产仅用时 7 个月，创造了
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新建速
度”。联塑集团南昌生产基地负责人惊
叹：“真没想到，联塑集团全球28个生产基
地中，南昌生产基地建设速度是最快的！”
该项目预计可年产新型环保管道约 18 万
吨，年销售收入可达15亿元。

加快项目建设速度，推进产业发展。
2020 年，新建区整合优化招商力量，全面
推行“1+6+1”（1 个专项行动领导小组、6
个专项指挥部、1个督查指挥部）项目推进
机制，坚持白天抓进度、晚上抓调度，抢晴
天、战雨天，展板插红旗、公开比进度，全
面调动全区上下项目建设的热情。2020
年，该区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开工104个，完
成投资 339 亿元，开工和投资完成率创新
高；新增签约重大项目 60 个，投资总额达
726亿元，为历年之最。

兴城市，筑起“新建地标”
1 月 4 日，记者走进新建区欣悦湖体

育产业园，处处机声隆隆，一片繁忙的施
工景象。该项目涵盖综合体育场馆、户
外运动场所、社会综合停车场等设施建
设，是新建区全力推进的一项重点惠民
工程，建成后，将补齐该区主城区无正规
体育场馆的基础设施短板；此外，距离该
项目不远的新建区文化中心也在火热施
工中……

自2015年撤县设区以来，新建区不断
加速融城步伐，完善城市功能。2020 年，

为推动南昌城市空间向西拓展，该区启动
了九望新城建设，将其打造成南昌的“城
西门户，科创新都”。

作为南昌市未来重点打造的五大片
区之一，九望新城坚持产城融合，努力建
设“创新之城”“宜居之城”。在产业布局
方面，九望新城将把数字经济作为首位产
业，依托南昌城西门户交通区位、生态环
境等优势，大力发展现代商贸服务业、文
化创意产业等。

目前，九望新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全
面铺开，绿地国际商品贸易港、江西（新
建）数字经济科创城、北京居然之家等首
批项目已抢滩进驻。由此，新建区融城
步伐明显加快，区位优势、空间优势不断
放大。

这一个个项目，是新建区强产兴城的
需要，未来也将成为这里的地标。

惠民生，刷新“新建颜值”
城市的“颜值”从何处彰显？
新建区长安社区机引小区居民杜同

黎说，从小区的环境巨变中，他看到了新
建区“颜值”的提升。“2020年，政府出资对

小区 5 栋居民楼进行全面修缮，还规划了
停车位、铺设了绿植，令小区面貌焕然一
新。”杜同黎开心地说道。

而在长堎镇居民熊小芳眼里，新建区
的“颜值”更多地体现在生态之美上。去
年以来，新建区加大对城区乌沙河段滩涂
地的环境整治力度，将曾经污水横流、野
草丛生、垃圾乱堆之地打造成“城市花海”
景观。作为乌沙河沿岸景观工程重要组
成部分，马兰圩湿地花海公园于 2020 年 5
月亮相后，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020 年，
新建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大民生工程
实施力度，礼步花园完成回迁安置，省庄
花园、梦庐花园等13个安置房建设快速推
进，10 个老旧小区、12 条背街小巷提升改
造变化明显，城市更新加速演变；新增公
共停车场泊位 200 余个，新建改建城区公
厕 12座，新建污水管网 14公里，建成社区
邻里中心 6 个，老城区功能不断完善；“数
字新建·智慧城区”示范基地项目全面推
进，“一网统管”“一网通办”“一屏全观”的
数字城区治理体系基本建成……

今日之新建，焕新一座城。

老城蝶变 新城崛起
——新建区奋力跑出强产兴城“加速度”

陈兴盛 本报记者 钟珊珊

“去年，我们村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扶持，创新思路入股
民宿项目，建设光伏发电项目，又引进了一家竹制品加工厂和
一家矿泉水厂，加上原村部租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 15万
元。”奉新县上富镇路口村党支部书记温声铃介绍。

近日，上富镇组织镇党政班子成员及各村党支部书记到
全镇13个村进行实地观摩，通过现场汇报、实地查看、总结点
评方式，对各村党建、村集体经济、乡村人居环境等重点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考核测评。

为防止观摩走马观花，该镇要求各村精心策划主题、选定
观摩点，不再单纯由各村支部书记汇报，而是通过查看现场建
设情况，村支部书记介绍，再由镇挂点班子成员作现场点评。
各村铆足了劲，把新变化“晒”给大家看。

“观摩也是一次学习，要把别人好的经验带回去，让自己
村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湖东村党支部书记黎成说。湖东村
是上富镇城关村。近年来，该村立足本村实际盘活闲置资产，
依托优质的山林、土地资源，引进百亩草莓种植基地、30亩大
棚蔬菜种植基地、50亩苗木种植基地、黄蜀葵种植基地，成立
湖东村专业合作社。2020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18.71万元，
村集体固定资产达200余万元。

从与村小共用活动场所到拥有400多平方米的党群服务
中心，从群众办事满村跑到建成集便民服务站、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农家书屋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阵地，庄田村
党支部书记黄生将每次说起村里的变化，都感慨万千。阵地
落后、党组织软弱涣散，曾经让庄田村“两委”干部在群众面前
挺不起腰杆。“参加观摩活动让我茅塞顿开，下一步，我们将重
点发展农村特色采摘园，把产业搞活，让群众的腰包鼓起来。”
黄生将信心十足。

“此次观摩的目的是找差距、压责任、解难题，让村干部
打开视野，发现问题和不足，通过对比，取长补短，制定目标，
不断提升农村工作水平。”上富镇党委书记温宁说。

找差距 谋新局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本报横峰讯（记者余燕 通讯员俞持富）连日来，
横峰县数十名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户传授防
风、防冻田间管理技术，进一步增强种植户科学应对
寒潮天气的能力。

该县龙门畈乡种植户钱家旺的 30亩草莓正值盛
果期，受低温天气影响，草莓着色不均匀，这让他很着
急。一筹莫展之际，农技人员上门现场指导，手把手
教他保温和管理技术。据了解，在大范围寒潮天气来
临之前，横峰及时向全县各乡（镇）下发紧急通知，要
求基层一线统筹抓好当前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工作，
做好防御准备，突出稳产保供，全力防范寒潮天气对
农业生产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横峰：农技专家送技入户

本报遂川讯（通讯员曾昭醒、李建平）连日来，遂
川县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做好农作物
防寒工作，保障寒潮天气下蔬菜安全稳产。

进入新年，该县开始出现明显降温，为此，当地农
业部门派出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种植大户基地，面对面
指导防寒防冻工作。目前，该县蔬菜主产区泉江镇、
雩田镇的2000多亩蔬菜都住进“保温房”，大幅度提高
了防霜防冻效果，降低了寒潮低温给蔬菜生产带来的
不利影响。

遂川：蔬菜住进“保温房”

本报崇仁讯（通讯员杜慧君）1月6日，崇仁县组
织专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根据不同农
作物生产特点，采取科学有效防御措施。

在郭圩乡、六家桥乡蔬菜种植基地，针对蔬菜育
苗大棚在气温下降情况下，棚内湿度会比较大，技术
人员指导农户及时通风避免病害发生，对存在问题的
设施进行加固，避免大风揭膜、低温冻害等情况发生，
并通过在棚内搭建小拱棚形成多层覆盖，补温控水，
必要时可用白炽灯补充光照，确保菜苗的正常生长。
同时，指导农户加强棚内温度管理。

崇仁:大棚蔬菜穿“棉衣”

1月6日，宜春市袁州区新田镇杨芽村富硒沃柑
基地，技术人员正在给沃柑苗套防冻袋。寒潮来袭，
该镇农业技术部门专家和农村实用技术人才深入到
各类果蔬基地，指导果园、蔬菜基地做好防冻抗寒保
苗工作。 本报记者 邹海斌摄

本报余干讯（记者吕玉玺）1月7日，余干县大溪
乡杨源村脐橙产业扶贫基地，果农们正忙着给脐橙树
干刷白、树冠覆盖地膜，让每棵脐橙树都穿上“防寒
衣”，帮助脐橙树越冬。

连日来，低温天气对大溪乡万亩脐橙扶贫产业基
地的果树造成严重威胁，当地正组织千余名村民采取
措施，应对雨雪冰冻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村民
介绍：“在果树根部铺满稻草保护树根，给树干涂白和
培土，能有效增强树干御寒能力。同时，用塑料膜将
果树遮盖起来，可以防止大风、降温和降水等天气对
果树造成恶劣影响，确保来年有好的收成。”

余干：果树穿上“防寒衣”

1月5日，分宜县分宜镇一家门锁企业车间，工人加紧生产，赶制出口订单。元旦假期结束后，该县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各企业抓订单、拓销路、忙生产，
全力冲刺首季“开门红”，为新年实现新跨越开好头、起好步。 通讯员 袁建兵摄赶制订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