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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县清溪乡盘古嶂
风力发电场共有 26 台 2000
千瓦风力发电机组，总装
机 5.2 万千瓦，每年可节约
标煤 38 万吨，减少排放烟
尘 6500 吨 、二 氧 化 碳 170
万吨、二氧化硫 5500 吨，
有效促进节能减排；同时，
可依托当地丰富的高山生
态资源和风电特色景观，发
展乡村旅游。 朱海鹏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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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金融“活水”浇灌乡村沃土
陈 萌

赣鄱大地春意浓，田间地头春耕忙。4
月23日，在高安市太阳镇管头村的田地里，
耙田、抛秧、巡水……一个个忙碌的身影，一
双双勤劳的巧手，构成了一幅和谐如画的

“春耕图”。见到刘迎锋时，她正开着旋耕拖
拉机，熟练地翻整土地。在她平整好的田块
里，20余名农民手拿秧苗，一抛、一洒，一片
翠绿的禾苗就稳稳立在田里。“等这最后130
亩田下秧，就可以缓口气了。”刘迎锋说，今
年她承包了当地两个乡镇的1800亩耕地，
清明节后春耕开始，已连续20多天忙得脚
不沾地。

2016年，在外经商多年的刘迎锋回家
探亲时，看到村里正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
设，分散的小块田地被整合成大块沃野，田
地的机耕道、水渠“四通八达”。这让她萌
生了回乡做职业农民的念头。170亩、300
亩、580亩……六年时间，一步一个台阶，刘

迎锋的田越种越多，操心的事也越来越
多。而最让她操心的，还是资金问题。

“一开始没想到，后来发现种田也是资
金密集型行业。”刘迎锋笑着说，每年承包
土地的租金，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
都是不小的支出，再加上机械化种植，购买
拖拉机、无人机等也是一大笔开销。刘迎
锋算了一笔账，一亩田一年种植两季水稻，
综合成本在1500元左右。按今年流转面积
计算，仅流动资金就需要300多万元。

今年春耕，刘迎锋不再因为缺钱而犯愁
了。“在支付宝上，用描点连线的方式在卫星
遥感地图上圈出我家承包的地块，点击提
交，银行就会给我授信了。”刘迎锋面带笑容
地说。这是网商银行推出的卫星遥感技术
贷款，今年刘迎锋在手机“云圈地”800余亩，
银行给出的授信是40万元。“春耕这段时间
花钱的地方多，分 3笔共贷出了 26万元资

金，用来买肥料、发放工人工资。”刘迎锋说，
在银行授信额度内，只要在手机上输入所需
贷款金额，资金就可以马上到账。

“申请时没有提交任何纸质材料，不
需要不动产抵押，也从来不用见客户经
理，手续非常简便。”刘迎锋说，对于农户
来说，借款周期短、频率高、金额小，一般
在每年插秧、追肥和收割期急需资金，像
现在贷的款，到 7月中旬早稻收割后就能
还掉，只有3个月左右的资金需求，如果每
次申请贷款都需要繁琐的评估和抵押等
流程，往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农村贷款最大的痛点是，银行很难
知道农户有多少资产，他们的耕地到底产
量多少，价值多少。”网商银行农村金融行
业专家邹建兵说，如果通过人工对每笔贷
款进行勘查、审核，银行将面临很大的成
本压力，每笔贷款仅人力勘查成本就要成

百上千元。而卫星遥感技术破解了这个
难题，银行通过卫星识别农户所圈定地块
的农作物面积、作物类型，再结合气候、行
业景气度等情况，预估产量和价值，从而
向农户提供贷款额度与合理的还款周期。

为推进金融科技与农业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让更多农户享受到科技带来的普
惠价值，最近，省发改委印发了我省与阿
里巴巴集团、蚂蚁集团2021年战略合作工
作要点，推动网商银行加强与各地金融机
构合作，有序推广县域普惠金融项目，为
江西全域符合条件的小微及涉农群体提
供纯线上、无抵押、低成本信用贷款金融
服务。截至目前，我省已有 41 个县（市、
区）与网商银行深入合作，引入数字普惠
金融先进科技，农户可以通过手机获得网
商银行的无接触贷款，有效解决了农村信
贷“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绿色崛起之“上峰上水”品牌故事（三）

西海水质就是好 桃花水母浮上来
生态优势持续放大

修水发源于铜鼓县高桥乡叶家
山，即九岭山脉大围山西北麓。其干
流流经铜鼓、修水、武宁、永修县，全
长 419 千米，河道平均坡降 0.46‰。
修水水系绕山穿谷、河溪密布。抱子
石水库以上为上游段，柘林水库坝址
以下为下游段。修水的主要支流有
渣津水、安溪水、巾口水、潦河。根据
干流虬津水文站及支流潦河万家埠
水文站 1956至 2005年实测水文资料
分析，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 135.05
亿立方米。

近年来，武宁县全面落实升级
“河（湖）长制”，深化完善“林长制”，
夯实优化“多员合一”生态管护机制；

深入实施“八大标志性战役30个专项
行动”，全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
大保卫战；全面推行禁捕退捕，473艘
渔船全部回收到位……一系列的举
措，使西海水域水质稳定在Ⅰ类，农
村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

2020 年 12 月 18 日，武宁县获得
第三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省
级实践创新基地殊荣。

五年来，武宁县紧扣“生态文明
示范区、绿色发展先行区、最美小城
样板区”发展定位，实现生态“含绿
量”与发展“含金量”齐头并进、量质
齐升。该县投入各类资金 26 亿元，
实施老城改造、道路桥梁、老旧小区、
沿湖生态景观等城建重点项目 146
个。老城区品位明显提升，新城区人

气不断攀升，中心城区由 15.8平方公
里扩展到 18.9 平方公里，为建成“生
态文明示范区、绿色发展先行区、最
美小城样板区”迈出了坚实一步，圆
满完成了“十三五”规划既定的目标
任务。

绿色崛起实现新跨越

每 年 七 八 月 慕 名 而 来 庐 山 西
海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晴朗无风
的早晨或黄昏，桃花水母浮游在湖
水表层，肉眼可见它透明的裙衣随
波 浪 轻 摇 ，一 张 一 收 似 微 型 降 落
伞，颇有一番“童趣”。桃花水母的
出现，标志着庐山西海水质优良。
正是得益于流域内各县和西海风

景区的共同呵护，今天的西海才留
下了一湖清水。

该 县 以 大 力 发 展 全 域 旅 游 作
为强县富民、绿色崛起新路径，努
力践行“各行各业+旅游”的融合发
展理念，2020 年获评“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

武宁县始终把绿色崛起作为第
一路径，深化创建“三个示范”，先后
荣获“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县
城”“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县”“全
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全
国森林旅游示范县”“全国十佳宜居
县”“中国天然氧吧”等一系列荣誉。

该县率先推行“多员合一”生态
管护员制度，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机
制，念好“生态经”，这一经验还被列

入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成果
汇编。2019年，庐山西海水质在全国
重点湖泊中位居前三，界牌断面水质
长年稳定在Ⅰ类，集中式饮用水源地
水质达标率100%；PM2.5年均浓度24
微克/立方米。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以高险
雄起为壮美，以此养游人之大仁，水
以大江大河为阴柔，以此养游人之大
智。保护好修水水源和西海水体，是
赣西北全流域 200万人的共同责任。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款好水成就一
个品牌。

“上峰上水”将立足山水武宁生
态系统，把好水做优，把品牌做强，为
山水武宁的绿色崛起贡献武宁城投
集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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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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昌轨道交通集团
资产公司和物业公司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前往方志敏烈士
陵园、井冈山等地开展“学党
史 明纪律 讲规矩”主题教育
活动。活动采取入党宣誓、课
堂教学、现场参观、讨论交流
等方式开展，党员干部们瞻仰
方志敏烈士纪念园、井冈山革
命烈士陵园，参观烈士事迹陈
列馆、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
馆、大井朱毛旧居、黄洋界保
卫战遗址、朱毛红军挑粮小
道，进一步了解井冈山精神和
革命先烈们不为名利、追求真
理的革命精神。

此次党史学习教育为广大
党员干部送来一场“及时雨”，
通过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
誓词、重走红色故地，让大家精
神得到洗礼、心灵受到震撼、党
性得到锤炼。大家一致表示，
要从革命先辈的高尚品格中汲
取信仰的力量，赓续共产党人
的精神血脉，将学习成果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实际行动推动南昌地铁高质
量发展。下一步，该集团还将
通过举办党史党章党规知识竞
赛、编发履责笔记、征集廉文化
作品、打造廉政专列等活动，进
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铭记百
年党史，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初
心使命。 （胡 微 徐 静）

近日，南昌市政公用集
团纪委纪检联合南昌市政投
资集团，对投资项目的风险
防控及评估流程开展督查。
此次督查主要采取“看、问、
查”方式，查看投资相关制度
的建立及执行情况，询问一
线业务人员项目落地情况，
查阅项目的立项可研分析等
资料，对督查中发现的不足
列出了清单，对需要健全完

善的，督促抓紧整改。
南昌市政公用集团纪委

纪检充分发挥好监督“探
头”作用，切实履行好监督
的第一职责，下沉一线把监
督工作抓在日常、严在经
常，通过增加日常监督频
率、延伸监督触角，推动了
主体责任与监督责任同向
发力，强化廉政风险防控，防
止制度空转。 （潘 健）

南昌市政公用集团纪委纪检

下沉一线监督助力风险控制

4 月 20 日，省交通投资
集团南昌西管理中心高安收
费所党支部开展了“学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 致敬老红军”
主题党日活动。当天，高安
收费所的党员们来到高安市
大成镇洲上村百岁老红军陈
训杨家中。陈训杨的儿子陈
坝根为在场的党员们讲述了
老英雄年轻时的战斗故事，
以及每一枚军功章背后的故
事。高安收费所党员们聆听
老英雄的光荣事迹，一起触

摸他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探寻他那坚如磐石、永不褪
色的忠诚和共产主义信仰。

陈训杨老英雄，今年已
经 101 岁高龄，先后参加过
渡江战役、西南战役、抗美
援朝等战役，荣立一等功两
次、三等功一次，被评为“水
上英雄”“行军模范”，退役
后他带着满身的伤痕和军
功章，深藏功名回到家乡，
甘当普通农民，积极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 （蒋爱瑛）

省交投集团高安收费所党支部

老红军家中聆听战斗故事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南昌
市“转作风优环境”决策部
署，南昌高投集团通过找准
服务“堵点”、聚焦作风“难
点”、排查监督“盲点”，多点
发力推动“转作风优环境”活
动落实落细。

南昌高投集团纪委成立
专项行动小组，通过下沉调
研及向管理服务对象征求意
见，深入排查业务申请、事项
审批、行文办会等管理流程
中的“堵点”“断点”，并制定整
改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整改

时限，提升企业运转效能；同
时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采
用走访、暗访等形式深入施
工现场、服务窗口、管理园区
进行服务体验，加强作风检
查，紧盯顽疾解“难点”。该集
团纪委发放征求意见表、调
查问卷和廉洁提示函 180余
份，制作作风问题线索“随手
拍”海报和传单 110余份，进
行一对一座谈 17次，对在建
重大重点项目进行了全面走
访，有效提升了“转作风优环
境”活动成效。 （陶俊杰）

南昌高投集团纪委

提升“转作风优环境”活动成效

宜春丰城高新区推进校
企合作，探索出一条招才引智
的新路子。近日，宜春丰城高
新区把招才引智作为今年第
一期“政企圆桌会议”的内容。

此前，经过多次洽谈，宜
春丰城高新区与南昌大学达
成了战略合作，共建宜春丰
城高新区产业创新研究院。
南昌大学发挥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成果转化等科研优

势，宜春高新区依托循环经
济、陶瓷家居、能源机械电
子、生态大健康主导产业优
势和区位优势，双方在“政、
产、学、研、用”达成深度融
合，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合作
平台。

自从宜春丰城高新区
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后，不
少企业创新人才紧缺的难
题得到解决。 （蔡学贤）

宜春丰城高新区

招才引智走新路
为充分展示全省金融机构在党

史学习教育过程中认真践行初心和
使命，让学党史成果充分体现在为企
业办实事的全过程，本版今起推出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
为群众办实事”栏目，以此推动全省
各金融机构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不断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为全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走基层、入园区、进农村，日前，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领导分别带队组成9个调
研组，分赴省内27家农商银行，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主题调研。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认为，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基层
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着力点和检验成效的“试金石”。在
调研过程中，孔发龙认真聆听基层心声，
广泛收集客户诉求，切实解决好基层难
点、群众难事，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往
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为统筹开展好此次调研，确保取得实
效，省农信社各调研组坚持问题导向和效
果导向并重，调研前备足功课，调研中坦
诚交心，调研后开好“处方”，通过座谈交
流、实地走访、谈心谈话、问卷调查、统计
分析等方式，聚焦基层一线、客户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调研走访。

调研期间，各调研组深入基层营业网
点，与一线员工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
并在各地农商银行召开座谈会，鼓励基层
代表及时反馈工作中、服务中发现的问
题、想到的点子、总结的经验、合理的诉

求、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引导相关
负责人解疑惑、谋思路、定措施，为更好推
动全省农商银行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凝聚
智慧力量。

为群众办实事是全省农商银行做好
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调研组
深入企业工厂、下到田间地头，仔细了解
园区企业、小微商户、农户居民等客户群
体生产投入、经营发展、资金需求等方面
的情况，认真听取广大客户在乡村振兴、
产业对接、贷款融资、减费让利、普惠金
融等方面的诉求与期盼，分析研究金融
支持实体经济的难点、堵点问题和解决
对策，并要求各地农商银行坚持“立足本
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坚
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切实发挥自身
人缘、地缘优势，更加主动对接客户需

求，持续强化金融供给，积极发展普惠金
融，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大力支持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

为基层解难题、为客户办实事，是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要求。下一步，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将认真梳理调研
中了解收集的各类情况和意见建议，整理
形成问题清单，研究落实工作举措，切实
把调研成果转化为优化金融服务、提升工
作效率、促进改革发展的具体行动，奋力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全省农商银行取得
扎实成效，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彭烈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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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信联社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往实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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