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JIANGXI DAILY财 经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

■ 邮 箱 caijing2021@sina.com
行业专刊

白莲好“钱景”

“一年之计在于春”。截
至目前，农发行江西省分行
累计发放支持春季农业生产
贷款 66 亿元，支持企业 170
余户；共支持我省 135 户优
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贷
款余额80亿元。

据了解，农发行江西省
分行努力发挥农业政策性银
行“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
作用，把支持春耕备耕，服务
农业生产，保障农业生产物
资供应充足、畅通，作为该行
当前中心工作抓紧抓好，突

出支持跨年度粮食收购、种
子化肥经营、农田水利建设
等重点领域，备足资金 100
亿元全力保障春季农业生产
资金供应；突出支持优质农
业龙头企业、农资农机重点
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等重要主体，保障农业生产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同时，
该行不断加大信贷政策倾
斜，实行优惠贷款利率，不断
创新优化金融产品和金融服
务，助力我省由农业大省向
农业强省迈进。 （周玉蓉）

农发行江西省分行

服务春季农业生产

整出多重效益 实现多方共赢
——江西港口资源整合出成效

林 雍 黄 金

4 月 12 日，九江港彭泽港区矶山园区
公用码头正式获得港口经营许可证，标志
着我省首个港口资源整合共建示范项目
——九江矶山公用码头正式投入使用。
这是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省港
口集团）有序推进全省港口一体化发展的
精彩缩影，也是江西加快推动港口资源整
合，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发
展的生动注脚。

初春时节，站在九江港彭泽港区矶山
园区公用码头辰字村堤岸旁，放眼望去，
只见江面烟波浩渺，江岸绿意葱茏，眼前
栽种的一排排白杨、竹叶柳等树木成为江
畔的一道绿色屏障……近年来，我省坚持
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切实加强绿色生态环
境系统保护修复，聚焦园区产业集群，着
力盘活港口资源，不断完善全省港口的统
一规划、统一建设和统一管理体系，全力
打造长江最美岸线，实现水美、岸美、产业
美、环境美。

资源整合跑出加速度

“上世纪 90 年代，沿江生态环境遭到
破坏，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如今马当
南一带非法码头整治和沿江生态修复后，
环境大大变样了，成了百姓新的娱乐休闲
胜地。”家住彭泽县龙城镇矶山工业园区
辰字村58岁村民涂松发说。

近年来，随着沿江开放开发的深入推
进和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具备岸线
长、吃水深、腹地广的彭泽港区，已成为九
江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加快沿江产业聚集

的前沿阵地。但由于历史遗留、非法抢建
等诸多原因，境内小、多、杂的非法码头经
营，严重制约了岸线合理利用，极大影响
了黄金岸线的作用发挥。

为统筹谋划好全省港口资源整合，
2019年6月，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下发《江西
省港口资源整合工作方案》，明确了规范
码头新建、改建、扩建审批工作的原则、标
准、内容和程序。

2019 年 7 月，根据全省港口资源整合
工作的统一部署，省港口集团与九江心连
心化肥有限公司、彭泽县城发集团签订合
作框架协议，重组项目公司，加快推动九
江矶山公用码头项目的落地实施。项目
总体建设从开工到竣工仅用时12个月，比
常规建设周期节约了11个月，跑出了港口
项目建设加速度。

港产联动凸显社会效益

今年 3 月 30 日，九江矶山公用码头工
程顺利通过验收，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江
西省港口一体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迎来
了崭新篇章。

“九江矶山公用码头建成后，将极大
推动公司业务实现港口、产业联动发展，
进一步降低企业综合物流成本，不断增强
内生动力和市场竞争力。”九江心连心化
肥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郭玉中称。

据不完全统计，彭泽县矶山工业园共
有 20 多家化工企业，对煤炭的需求量很
大。为此，九江矶山公用码头建设了两个
煤炭专用泊位和一条480米长的封闭式输
煤廊道，将有效解决之前通过 5 公里外的

码头运输煤炭的难题。
省港口集团九江港口指挥部副指挥

长陈荣芬介绍，该项目创造了全省同等规
模港口工程工期最紧的纪录。然而，指挥
部采取超常规措施，最终如期完成了项目
主体工程的建设，项目共节约建设财务成
本约1.6亿元，建设效率提高了50%。

项目建成后，将使仓储、物流、码头运
输融为一体，满足周边园区货物中转，直
接服务矶山工业园经济发展，加快推动彭
泽现代交通物流体系形成。未来，九江港
区将逐步形成统一经营、布局合理、分工
协作的港口体系，为建设九江区域航运中
心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产业集聚力显经济效益

“经过几次考察，发现这里的港口，既
有较低的物流成本优势，又有较长的产业
链优势，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现代化公用园
区，最后决定投资 3.4亿元，在这里共建码
头。”九江心连心公司总经理任荣奎介
绍。该公司是我省一家大型化肥生产及
销售企业，原材料运输需求大，年产 60 万
吨合成氨、52 万吨尿素，煤矿年需求量高
达260万吨。公路、铁路运输成本高、运力
紧张，是公司经营发展面临的瓶颈。公用
码头投入使用后，运输效率比原来提高约
50%，物流成本降低约30%。

“根据测算，九江矶山公用码头建成
投运后，货物船舶运输的时间成本节省
20%左右，运输成本节省约 13%。”九江市
港口航道管理局彭泽分局局长柯瑞华说，
该码头投运后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资源损

耗，保护长江生态。
如今，九江矶山公用码头建成且具

备运营条件，迈出了全省港口资源整合
项目的一小步，却是推动全省港口一体
化发展的一大步。彭泽县城发集团建设
发展部相关负责人吴疆琳介绍：“在九江
矶山工业园就业的工人基本上是本县或
者周边县区的居民，每人每天能赚 200 元
至 300 元。”

九江矶山工业园不但物流成本低，而
且园区聚集效应明显。创办于 2014 年的
江西兄弟医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医药原
料药和食品添加剂，目前一期已全部建
成，正在试生产。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汪玮
乐说，公司每年的用煤量约 25 万吨，码头
投运后每吨可节约成本 4 元，一年下来可
节约100万元。

眼下正是春耕时节，为保障农业肥料
第一时间送到农户的田间地头，九江心连

心化肥公司物流部提前筹划，充分发挥九

江长江水运优势，积极构建“公、水、铁”立

体联动式物流体系，最大程度保障运输顺

畅。郭玉中说，九江矶山公用码头建成投

运不但对煤炭等原材料进厂有好处，而且

大大降低了该公司产品出厂运输成本，尤

其是将化肥等产品销售到江苏、浙江等长

江下游省份都有极大便利。

水路通，路路通，产业活。为进一步

发挥港口资源效益最大潜能，目前，省港

口集团提出了港产城融合发展的概念，主

动加强与各设区市地方政府、各合作方协
调对接，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全方位融
入、服务、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凝聚发展合
力，共享发展红利。

绿色崛起之“上峰上水”品牌故事（二）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守住青山不老

武宁县在地形上属鄂赣边缘山
地、丘陵的一部分。北部之幕阜山位
于省境边缘，成为省际界山；南部之
九岭山位于县境边缘，亦为县际界山
和分水岭。两山均近东西走向，构成
该县南北屏障。

武宁有林地面积 418 万亩，守住
这一青山须久久为功。

一是活权。武宁县率先开展林
业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进林地经营
权流转机制改革，通过“山定权”实现

“人定心”。
二是护林。以县、乡、村三级共

442 名“林长”为支点，“多员合一”生
态管护机制为脉络，实现山林分级管
理全覆盖。同时，新建5000亩专业生
物防火林带，组建一支60人的森林防
火队。

三是增绿。严格执行“禁伐二十

年，呵护原生态”，全面实行封山育林
政策，取消商品材砍伐指标，每年投
入近亿元用于保护公益林和自然保
护区等。

武宁县停止一切商品材砍伐指
标，对靠山吃山的山区群众实行整体
搬迁。全面推进国有林场改革，让过
去的“伐木工”变成了“护林员”。森
林覆盖率由原来的 72.1%提高到了
75.49%。

2020 年 11 月 25 日，国家发展改
革委公布了《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
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清单》，武宁
县“多员合一”生态管护员制度入选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经
验做法推广清单》，为生态扶贫类江
西省唯一入选项。

呵护绿水长流

江西五大河流之一的修河，发源

于幕阜山脉，自西由修水进入武宁境
内，贯穿于两山之间，沿武宁大向斜
轴部东入永修县，修河及其支流在本
县构成一个近似羽状的水系。整个
地形呈两山夹一谷，分别从南、北部
向中部修河逐级层层下降。修河流
经武宁县地段，已属中游，河面较宽，
河曲发育多滩，至永修柘林为一峡
口。柘林水库大坝即坐落于此，柘林
水库水面积在该县境内有34万余亩。

为呵护这一方绿水。武宁县积
极实施雨污分流和截污纳管工程，投
入专项资金，完成城区生活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改造和新建污水管网，
以城市管网、垃圾和污水处理为重
点，全面完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
设自然循环的海绵城市。同时在乡
村推广污水处理设施，全面开展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统筹推进沿河沿湖污
水排放监管。

为了确保庐山西海源头活水干

净清澈，武宁县以最得力的措施，最
管用的办法，抓源头、抓全面，实现农
村清洁工程全覆盖。2016年以来，该
县农药和化肥用量“零增长”，集中开
展了河湖流域水资源、农业养殖污
染、矿山污染等“九项整治”，严格落
实禁养区、限养区、可养区规划。据
统计，该县禁养区先后累计关停67家
养猪场，可养区、限养区5个规模养猪
场已全部建设环保设施，在沿湖 8 乡
镇建设了集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农
村环境质量得到全面提升。该县推
进的禁捕退捕工作，已依法依规对
25000 只网箱和 345 座养殖库湾进行
清理，并实施“智慧渔业”建设。

如今的武宁绿水环绕，县级集中
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在源头治污的基础上，武宁县实
施大水面开发，放鱼养水精心呵护庐
山西海，引进江西水投集团，成立山
水武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政企合

力，统一放养，科学捕捞。自 2016 年
以来，在政府部门组织实施人工增殖
放流的同时，山水武宁渔业发展有限
公司投放了各种规格的鳙鱼、鲢鱼等

“水里清道夫”鱼种，不仅渔业资源得
到恢复，而且从根本上促进了庐山西
海水体的有效保护。如今，庐山西海
生态区水面呈带状，全长 102.5 公里，
最大宽度 7.5 公里，平均宽度 1.9 公
里，湖水清澈，水质一流，平均能见度
达9-11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保
护好一域青山、一片绿水，武宁县坚
决打造好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
示范区的“武宁样板”，积极探索生态
管护“多员合一”新机制，生态品质实
现新提升，被誉为“一座人在画中的
城市”。

“上峰上水”源自大山大水，出自
好山好水，取自天然之水，这叫做“人
间自有瑶池在，上峰上水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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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为期三个月的《波普
图 像 —— 安 迪 · 沃 霍 尔 的
1961-1987》展览，在景德镇陶溪川美
术馆拉开帷幕。这是景德镇国家陶
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设立以来，举
办的首场国际著名艺术家作品专展，
对进一步助推景德镇打造对外文化
交流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参展的 70 余件作品涵盖了
安迪·沃霍尔不同时期创作的版画、
海报、摄影作品。作品“乘坐”海关监
管车，驶入陶溪川文化创意园，景德
镇海关的查检人员使用便捷式智能
鉴证仪，对展品逐个扫描采集“指纹
信息”。

景德镇海关首次将“区块链+鉴
证溯源”技术应用于艺术品展览海关
监管实践中，通过采集艺术品唯一性
特征——“指纹信息”，实时上传区块
链储存、共享以及验证溯源，保证了
艺术品在境内流通过程的唯一性，解
决了关员在查验艺术品时难以辨别
真伪的问题，实现艺术品入境、展示、
出境全流程“智慧”监管。

为做好此次展览监管服务工作，
景德镇海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一站式”受理展会备案、展览品确认
手续，并协调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加快
办理转关手续；推行“展馆直通验放”
模式，开展上门服务，在展馆门口进行
现场验封、监卸，实现开箱、查验、布展
同步进行，在保证艺术品安全的同时，
为展商预留出布展时间。 （严 毅）

金溪县古村落众多，被誉为“一座
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馆”。为避免古
村保护和活化利用同质化，该县在保护
古村原始风貌、传承古村优秀传统文化
的前提下，引进不同文化元素，先后打
造了竹桥古村、红色后龚村、大坊荷兰
创意村、游垫 CHCD 数字化古村等特
色鲜明的文化创意村，探索出一条古村
落保护与活化利用新路径。

古村镀金色
“我们公司以整体收购方式获得了

褐源古村32栋明清古建筑的经营权，由
于资金原因，后续修缮开发进度缓慢。
后来我们将古建筑经营权作为资产向
银行抵押，获得了金溪农商银行发放的
500万元贷款。”金溪一家专门从事古村
落开发的企业负责人黄章乐介绍说。

2019 年以来，该县积极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实现机制，先行先试在全
国推出首个“古村落金融贷”，对古村落
古建筑实现活化利用，答好“保护”与

“发展”的时代课题。截至今年2月底，
全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贷款余额
达 28.59 亿元，其中“古村落金融贷”贷
款余额达9.89亿元。

该县以托管的方式把包含整个古
村落所有山水林田湖70年的经营权统
一收储，并以市场化托管的形式，流转
给国资公司或社会企业，颁发古村古建
经营权流转证。同时，该县引进深圳文
交所明晰古村古建所有权，保证了集体
土地产权保持不变。

老宅添活力
“我家里十余亩地全部流转给迷迭香种植基地，一年可以

增收 1万元左右。在村里当保安每月有 1600元，空闲的时候
还可以到基地干活。”大坊村村民李书泉一边拔草，一边与其
他村民唠嗑。

该县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流转
大坊村 800 亩土地种植迷迭香，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现如
今，成片的迷迭花海不仅为村民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更成了
大坊村一道美丽的生态旅游景观。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县
接待游客241.75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13.43亿元。

近年来，该县各地积极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引导村民将修
缮一新的古宅转化为特色民宿、农家乐，咖啡馆；开发游客特
色体验中心，强化土地、财政、金融等相关政策支持，一幅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已徐徐展开。

4月17日，江西七宝酒业
在南昌举行新品发布会，推
出两款怀旧版浓香型白酒，
价格定位中高端，旨在复原
1986 年“中南海参观纪念精
品”方瓶大曲和方瓶老窖，助
力赣酒行业突破瓶颈，以实
现赣酒高质量发展。

江西七宝酒业前身为
江西上高酒厂，创建于 1957

年。此次发布的两款新品，
前身为七宝山大曲、七宝山
老窖，早在 1986年就双双入
选为“中南海参观纪念精
品”。近年来，江西七宝酒
业以科技为先导，不断提升
产品质量，充分体现了老牌
白酒企业推陈出新，弘扬赣
酒文化的情怀与担当。

（彭烈孟）

振兴本土白酒品牌

七宝酒业推出中高端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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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广莲珍食品有限公司投入2000万元引进莲子汁、荷叶茶饮料生
产线，年产量可达7000吨，实现产值近亿元。图为该公司车间工人正在
生产罐装莲子汁饮料产品。 曾恒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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