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6日，九江市庐山西海柘林镇易家河村下城林场黄氏
坳西海白茶基地，农民们正在采摘“西海云雾”白茶，以抢占春
茶市场。 周会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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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九江银行赣州
分行突出党建引领作用，将
党建与业务发展有效结合，
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在行
业内率先推出“橙香贷”“果
农贷”“智慧富农贷”等契合
市场需求的信贷产品。这些
信贷产品额度高、利率低、无
固定资产抵押、方便快捷，受
到广大客户的青睐。

“我们是脐橙贸易企业，
每年到了脐橙销售旺季，流
动资金需求量特别大，但是

从银行贷款的资金不多，资
金压力相当大。”赣州市安远
县橙皇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自从九江银行
开拓了‘橙香贷’后，我再也
不用为资金不足发愁了。”

九江银行赣州分行自
2017年成立以来，下辖的安远
支行累计为当地60多户脐橙
产业链企业，以及种植户提供
授信超过3亿元，累计发放贷
款超过2.6亿元，促进了赣南
脐橙产业发展。 （许 成）

九江银行

金融活水浇灌赣南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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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驱动工业升级
——看于都工业园罗坳工业小区如何打造高质量循环经济

肖章荣 宋嘉华

突破现有瓶颈，深化技术改革创新，
以绿色驱动工业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
打造高质量循环经济。近年来，于都县落
实税收优惠政策，强化效应分析，鼓励治
污减排，成功实现制度平稳转换、征收平
稳有序，逐渐形成了改善技术、降低能耗、
节约资源、减少污染排放的自觉行动，推
动了企业转型升级。

绿色税收
反哺园区建设发展

机器轰鸣、工程车穿梭……在投资
2.5262亿元、占地面积 60亩的生态污水处
理厂项目工地，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派
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我们从2017年就针对园区内罗坳工
业小区特色，提出打造江西水循环利用示
范项目的设想。”于都工业园罗坳工业小
区负责人朱秉连说，以前，由于企业环保
观念淡薄、政府监管缺位、税收政策扶持
有限，因废气、废水排放导致的环境污染
问题而引发的民企矛盾尤为突出。

为了引领企业快速走上绿色健康发
展之路，于都县坚持多措并举、多管齐下，

倡导绿色税收理念，进行税收优惠政策精
准化辅导、跟踪监督税收优惠政策落实、
定期回访税收优惠政策情况等方式，不断
为企业实现良性循环提供税务智慧、贡献
税务力量。

2019 年，秉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的理念，日处理 1.5 万吨废水的生态污水
处理厂项目落户于都工业园罗坳工业小
区。“项目建成后，经过处理的中水，60%
可作为生产用水返回给生产企业，20%用
于绿化洒水，剩下 20%则用于文明施工的
防尘治理，做到‘零排放’，反哺园区建设
发展。”朱秉连说。

绿色理念
引领企业转型升级

在正亿纸品纸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各种废纸品经过挑选后，进入水力碎
浆机，经过处理后成为生产上的主材料。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经营压
力明显增大。去年，我们在原来只有一台
废水设备处理器的基础上又增设了一台，
希望通过提产提效来缓解压力，拓宽发展
空间。”该公司总经理杨文瑞介绍说，公司

自 2016年进入于都工业园罗坳工业小区
后产能逐年提升。

为降低废水对环境的污染，该公司又
投资建成了日处理 1500吨的污水处理生
产线，将每天进入生产线的600吨水，经循
环利用和严格处理后，通过排水设备，再
进入工业园的污水处理厂。

依托“退城入园”“飞地经济”政策，正
亿纸品纸业有限公司实现了观念转变、技
改扩能、转型升级。经过环保升级改造
后，该企业生产工艺成本和能耗降低，流
程缩短。污水处理采用新型硫化法脱砷、
石灰中和法除酸新工艺，处理后污水可直
接循环利用。

转型升级后，该公司的产能再次提
升，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去年，该公
司总产值达到 2.1 亿元，上缴利税近 1300
万元。

绿色环保
助力企业良性发展

“绿色环保是企业的生命线。”江西顺
龙水洗有限公司负责人郭陈发认为。该
公司相关项目是于都县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的重大项目，企业是该县打造时尚之

都、服装产业之都重要的产业链企业。该

项目占地约 1000 亩，计划总投资近 20 亿

元。顺龙水洗厂投产后，每天除去公司循

环用水，还将排放9000吨的工业用水。

据郭陈发介绍，顺龙水洗有限公司从

2018 年建厂伊始就同步建设了污水处理

厂。目前，该公司又投资5000万元安装了

一台电子自控检测仪，能从源头对水资源

进行检测。

鉴于传统的水洗设备容易导致二次

污染，该公司以每台 92万元的价格，新购

进 20台雨淋微用水设备。新设备不仅减

少了用水量，还能在污水处理的同时将泥

水分离，把污泥压成块状，再返回锅炉燃

烧产生热量，用来烘干水洗后的衣物。不

仅节约成本，而且变废为宝。

绿色是于都工业的底色。据朱秉连

介绍，目前，于都工业园罗坳工业小区已

吸引 5家绿色环保型企业入驻，其中环保

建材企业 2家，可再生资源利用企业 2家，

能源型企业1家。按照新型建材产业园和

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目标定位进行建设，园

区内罗坳工业小区可容纳60家企业，解决

就业1.2万人左右。

人行吉安市中心支行引
导涉农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
品，优化金融服务，播洒了一
场春耕备耕金融“及时雨”，
确保春耕备耕资金需求“应
贷尽贷”。

做好信贷投放“加法”，
该行对接市农业农村局，匡
算全市 401万亩早稻春耕资
金需求，至 3 月末发放涉农
贷款 17.03 亿元，同比增长
11.3%。做好贷款成本“减

法”，将春耕备耕贷款审批
时间从 5 天减至 1 天，贷款
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比下降
0.21 个百分点，预计节省贷
款利息 5300 万元。做好信
贷服务“乘法”，开展金融服
务下乡活动 23场，实现 85%
的春耕备耕贷款申请、审
批、放款线上办理。做好信
贷障碍“除法”，破除制约放
贷的银农银企信息不对称
障碍。 （李世麟）

人行吉安市中心支行

做好金融服务“加减乘除”法

连日来，宜春市袁州区
水江镇红色文化广场“红潮”
涌动，入党誓词慷慨激昂，让
人听后心潮澎湃，精神振
奋。水江镇已然成为红色文
化教育“打卡地”，每天迎来
一批又一批参加教育活动的
各地党员和干部群众。

水江镇有丰富的红色文
化资源。从 2016年起，该镇
陆续投资2000余万元新建占
地 120亩的红色文化教育基
地，先后新建了红旗广场、梓

华广场、红色文化体验馆等场
馆，还编撰了3部红色文化读
物，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做了
大量的史料准备。今年，水江
镇组织人员继续深入挖掘整
理红色文化，并完成红色文化
十大讲堂，丰富了党课教育
内容。连日来，宜春市及其
他设区市的单位，纷纷组织
党员干部前来水江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让党员干部汲取砥
砺奋进的力量。 （雷梓慧）

宜春市袁州区水江镇

成红色文化教育“打卡地”

绿色崛起之“上峰上水”品牌故事（一）

两山夹一湖 好水自然来
大山大水

巍巍幕阜横亘于北，秀美九岭逶
迤于南，曲曲修河穿绕其中,一座柘林
水利枢纽将一河清水汇聚成“海”。
来自幕阜山脉和九岭山脉的600余条
溪流常年不息地涌入修河并汇入烟
波浩渺的庐山西海。

武宁县城就位于美丽的西海湾，
三面环湖、一面傍山。在江河湖海的
镶嵌下，县城犹如一颗璀璨明珠。

武宁的山，层峦叠嶂。武宁全县
林地面积 27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
75.49%，大气环境质量达到国家Ⅰ级
标准，负氧离子含量达 15 万个/立方
厘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超过
95%，全县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氧
吧。在众多野生植物中，当属“植物
中的大熊猫”野生红豆杉最为出名。

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
老树种，它能在武宁大面积生长，这
说明武宁山区生态系统的完好。

武宁的水，灵秀动人。庐山西海
水域面积达 308 平方公里，其中 80%
面积在武宁县，湖上有大小岛屿 9000
余个，素有万岛湖之称。站在庐山西
海观湖的双子塔眺望，西海水碧如玉，
湖区岛屿如莲，仿佛一幅山水丹青画
卷。庐山西海水质在全国56个重点湖
泊中位居前三，是Ⅰ类水质水域，湖水
能见度最深达11米。棍子鱼、娃娃鱼、
野生鳡鱼、鲟鱼等70多种鱼类生活在
此片水域中。2007年，柘林湖水域还
发现了桃花水母——这一远古生物的

“活化石”、被誉为“水中大熊猫”的珍
稀水生动物，它对江河湖水体的水质
有特别的要求，哪怕环境的细微变化
都会导致其消失。

武宁的山，孕育着水，武宁的水，
环绕着山。武宁县始终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行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有机结合。该县
在做好生态答卷的前提下，努力做好
发展答卷。绿色光电、绿色食品、大
健康、全域旅游、生态农业等产业成
为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

主导产业垒出新实力，传统产业
做出新花样，特色产业结出新果实。
在这大山大水大好环境下，由武宁城
投集团打造的一款天然饮用水品牌

“上峰上水”全新亮相，目前已进军省
内外市场。

好山好水

武宁境内群山矗立，海拔1000米
以上的山峰达159座，九岭山脉、幕阜

山脉两条山脉最高峰均在武宁，分别
为九岭尖海拔 1794 米，老鸦尖海拔
1657 米，其中九岭尖为赣北第一高
峰；武宁在库区，它山接湘楚，水通吴
越。山的雄浑铸就了它的气骨，水的
清柔浸润出它的神韵。

生态环境部 2020年 10月发布公
告，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市县遴选工作结果，武宁县
与全国其他 86 个县（市、区）一并达
到考核要求，其中江西省共有 5个县
（市、区）获得此项荣誉，武宁县则排
名第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武宁县最大
的优势、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品牌。

武宁县委、县政府对此有清醒而
深刻的认识，始终坚持走好绿色崛起
道路。

下一步，该县将深化推进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改革，探路径、
扩试点，加快打通“两山”双向转换通
道,并不断加强顶层设计、绘好生态底
色、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机制。

目前，武宁县正积极探索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引领新经验，从生态空
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
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六个方面入手，
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升
级版”。

生态好产业兴，“卖”山“卖”水
“卖”空气。山水武宁，其魂在山，其
韵在水。一湖清水在西海，上峰上水
醉武宁。九江山水武宁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成立，

“上峰上水”饮用天然水品牌才得以
从山水武宁生态系统脱颖而出。“两
山夹一湖”，好水自然来。

有“好山好水”才有“上峰上水”。

近年来，武宁县把生态文
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
挥山水优势，闯出一条绿色发
展的新路子。

九江山水武宁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由武宁城投集团投
资成立，专注生产经营饮用包
装水，生产基地装配了多条德
国进口克朗斯一体化设备。
其今年推出的“上峰上水”源
自武宁的山水生态系统，价值
定位为“生命之水”，品牌使命
为“把山水武宁装进瓶子里，
带给全世界”。“上峰上水”致
力打响饮用天然水品牌，将成
为中国最美小城——山水武
宁又一张亮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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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中国农业生产托管万里行——
走进江西”大型全媒体直播活动在吉水县
醪桥镇举行。该直播活动通过分析经典
案例、专家一对一解读、农户分享托管历
程等方式，向与会人员介绍了吉水县开展
农业生产托管的成功之路。据了解，目前
我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已达 1.6 万
个。截至2020年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面

积达到4172万亩次，为保障我省粮食安全
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我省坚持把发展农业生产托管作为
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抓手，连续
四年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累
计投入项目资金 4.65 亿元，重点支持农
业生产托管发展；聚焦工厂化育供秧、机

插秧、统防统治、烘干仓储等关键环节、
薄弱环节开展托管服务，着力破解粮食
生产瓶颈；推动托管服务组织运用智能
化装备设备，提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智
能化、信息化水平。目前，全省农业生产
托管服务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托
管向耕、种、防、收等产前、产中、产后各
环节发展，有效地解决了一些地区农业

劳动力短缺、“种不了地”和“种不好地”
等问题。

吉水县紧紧抓住承接实施农业生产
托管项目的契机，大力开展全托管、半
托管、订单托管等多种模式托管服务，
把小农户作为农业生产托管的重点，破
解了小农户规模化生产经营难题。

（彭烈孟）

创新社会化服务方式 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
我省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组织达1.6万个

江西上高工业园全
力做好企业服务，在资
金、人才引进、金融服务
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扶持
政策，帮助企业走出困
境。目前，园区内企业生
产车间里，工人们都在开
足马力赶制国内外生产
订单。 欧阳文浩摄

连日来，宜黄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围绕乡村振
兴、惠农助农等政策资金落实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助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黄佳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