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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余讯 （邹宇波 记者胡光华）
近日，新余市渝水区鹄山镇坑里村蘑菇种
植基地的大棚内，农户正在采摘蘑菇。村
党支部书记黄草皮告诉记者，村里引进企
业发展蘑菇种植，通过土地流转和提供劳
动力方式入股，打造村企“联姻”模式，去
年村集体经济收益30余万元。近年来，新
余市坚持“党建带动、引擎驱动、资源撬
动、多方联动”的工作思路，着力夯实发展
基础，提升发展能力，创新发展模式，汇集
发展合力，走出了一条多元化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发展新路。去年，全市所有行政村
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超过10万元，近

30%的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20
万元。

该市坚持党建引领，大力推动“党建+
村级集体经济”工程，市县乡分别成立了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由
党委书记负总责，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合
力攻坚，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同时，
设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金，整合涉农、
基层党建等资金1.6亿元，以购买标准厂房
出租、入股优质企业等方式，为各行政村
获取稳定分红收益；整合扶贫、移民、帮扶
及社会资金1.3亿元，发展扶贫产业97个，
拓宽村集体增收渠道，增强“造血”功能。

开展“强村+弱村”结对共建活动，以强带
弱、以富帮贫，帮助薄弱村建立特色主导
产业，实现薄弱村集体经济年增收 5 万元
以上。

围绕建设强政治、强能力、强管理、强
自律、强素质“五强”书记队伍，该市创新
选拔培育激励机制，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赋能提速。连续4年举办全市村党支部书
记培训班，邀请优秀村支书分享经验，组织
全员到先进村、创富基地现场观摩学习。
结合“党建+脱贫攻坚”“一村一名大学生工
程”等工作，实施村支书学历提升工程，对
学成者给予学费补助，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培育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该市创新发展模式，用活优势资源，

积极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多种发展模式。
充分利用村集体自然资源，采取资金或资
源入股、集体固定资产折价注入等形式，
和企业合作开发经营乡村旅游项目，壮大
集体经济。积极引领企业、商会、乡贤等
主体助力乡村振兴，联合多方力量，共同
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构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村集体+农民合作社+农户”的
利益联结机制，引导一批有实力的经营者
投资农业，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实现
村集体经济增收和农民致富。

党建带动 引擎驱动 资源撬动 多方联动

新余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南昌开展今年首场
“人大代表约见”活动

本报南昌讯（记者钟珊珊 通讯员殷思萌）近日，
南昌市人大代表履职服务中心宪法教育馆宣誓厅内座
无虚席，该市今年首场“人大代表约见”活动在这里进行。

7 名市人大代表围绕“南昌市乡村振兴工作开展
情况”这一主题，面对面、一对一地向 8 名相关机关部
门负责人提问。“民政部门作为负责民生保障和社会治
理的职能部门，将如何更好地发挥本部门职能作用助
推乡村振兴？”一名市人大代表提问。“我们将从基本民
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三方面，全力推
进民政工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市民政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活动在“你问我答”中持续了两个小时，群众
和代表们真切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答复。下一
步，该市将不断延伸代表约见活动方式，丰富代表监督
形式，推动代表约见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努力擦亮南
昌市代表约见工作品牌。

洗药湖蓝莓进入采摘季
本报南昌讯（记者林雍）日前，南昌市湾里管理局

举办2021年第六届洗药湖蓝莓采摘节活动，吸引了近千
名游客入园品尝。洗药湖管理处高山蓝莓种植基地海
拔820米，种植面积约300亩，目前主要种植南金、莱克
西等专利品种。近年由于进行土壤改良，使得土壤中富
含丰富的有机物质，这里产出的蓝莓果粉足、甜度好、产
量高，今年产量达4.8万公斤。

本届采摘节将持续到6月底。据洗药湖管理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蓝莓种植不但促进了景区周边生态旅
游开发，还带动了当地 1000 多名农民增收。近年来，
湾里旅游业发展迅速，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近70亿元。

太爷爷的“老红军
光荣负伤残废纪念证”

本报记者 齐美煜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
血、生命换来的。我要把家乡于都的红色故事和我太
爷爷的故事讲给更多青年学子听。”近日，当记者问及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红帽子”宣讲团成员易晋凡缘何在
紧张的学习之余，积极参加红色宣讲时，她如是回答。

易晋凡的太爷爷易诗佳，是一名老红军。1934年，
易诗佳参加了长征，后因负伤辗转回到了家乡。“听家
里的长辈们说，太爷爷回到家乡后，最喜欢做的事便是
和邻里乡亲讲他的长征故事。那时没有电灯，只能点一
盏煤油灯。在微弱的灯光下，太爷爷忘我地讲述战斗多
么激烈、条件多么艰苦、红军战士多么顽强……情至深
处，他会不禁动容落泪，表情悲愤，语气激昂。”易晋凡告
诉记者，太爷爷去世后，他的“老红军光荣负伤残废纪念
证”被全家人视若“红色传家宝”，一直珍藏着。在他们
看来，这是历史的见证，值得每个人去铭记。

虽然易晋凡和她的太爷爷素未谋面，但太爷爷英
勇无畏的精神深深感染着她。她也在思考，如何用好红
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为了提高宣讲的感染力，易晋
凡课余时间阅读大量党史资料和相关书籍，向有经验的
讲解员请教。“真实的力量最能打动人心。聆听宣讲的
人，听的是故事，但重温的是历史。讲好红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我义不容辞！”

江西新添18项国家级非遗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6月10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正式公布，包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85项）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计 140项），其中江西有 18项非遗
项目入选。

江西此次入选的项目分别是：修水县的宁河戏、南昌市东
湖区的南昌清音、都昌县的都昌鼓书、萍乡市的江西莲花落、
浮梁县的水碓营造技艺（景德镇瓷业水碓营造技艺）、定南县
的传统服饰（赣南客家服饰）、萍乡市的傩舞（萍乡耍傩神）、吉
水县的灯舞（吉水鳌鱼灯）、吉安市的采茶戏（吉安采茶戏）、贵
溪市的刻铜（贵溪錾铜雕刻）、修水县的砚台制作技艺（修水贡
砚制作技艺）、石城县的砚台制作技艺（石城砚制作技艺）、婺
源县的伞制作技艺（甲路纸伞制作技艺）、修水县的红茶制作
技艺（宁红茶制作技艺）、进贤县的毛笔制作技艺（文港毛笔制
作技艺）、赣州市南康区的元宵节习俗（赣南客家唱船习俗）、
吉安市青原区的抬阁（渼陂彩擎）、德安县的规约习俗（德安义
门陈家训传统）。

蛋鸡养殖

坚持党建引领
筑牢发展基石

——十五载党旗飘扬，十五载凝心聚力。
从踏上江西这片红土地开始，兴业银行南昌分
行就始终坚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政治核心作
用。在分行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不断夯实党
建基础，完善党组织架构，发展党员队伍。目
前，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党委下辖二级分行党委
3家、党支部11家，拥有党员223人，党员人数占
比31%。

在完善的党组织管理架构带领下，该行坚
持以党建为引领，牢固树立中心意识、大局意
识，把党的建设贯穿于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之
中。近年来，该行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中央对新时代党的建设部署要求，认真落实主
体责任，抓好基础、融合、创新，扎实开展“群众
路线”“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
造支部坚强堡垒，在传承兴业银行经营优势的
同时，强化担当意识，推动党建引领融入业务、
融入发展、融入人心，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分行高
质量业务发展。

兴业银行南昌分行主要负责人介绍，江西
是红色革命摇篮，红色革命精神是兴业银行南
昌分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动力源泉，党
建强则事业兴，强大的党建引领是分行持续稳
健发展的红色引擎，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强大的政治动能。

履行金融职能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勇担金融使命，服务发展大局。兴业
银行南昌分行积极融入江西新发展格局，全力
支持区域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其综合金融集团
优势，搭建证券、信托、租赁、基金、保险等融资
渠道，综合运用投资银行、绿色金融、保险直投、
金融租赁、财富资产管理等创新业务，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赣江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赣南等
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昌九一体化、昌抚一体化
等，紧密围绕重大基础设施、核心项目建设、上
市公司、民生行业、文化旅游、城市投资平台等
项目开展一系列深度合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绿金”开繁花，绽放美丽江西。绿色
生态是江西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兴业银行南昌分行扎根江西低碳经济、循环经

济和生态经济的土壤中，积极参与江西绿色金
融架构建设，累计为省内288家绿色金融客户
提供绿色贷款557亿元,为江西省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据了解，兴业银行南昌分行近年来成功落
地孚能科技年产 5.8GWh 新能源汽车动力锂
电池及系统产业化改扩建（四期）项目贷款；创
新开展银保合作，为江西省水利建设、截污工
程提供保险债券投资计划；在绿色交通领域，
设立江西省铁路建设产业基金、投资南昌轨道
交通集团绿色债券，大力支持省内轨道交通建
设；在清洁能源领域，支持多个光伏项目建设，
为“美丽江西”新时代画卷增添了一抹鲜明的

“兴业”色彩。
——落实财政政策，服务社会经济。近年

来，国家不断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力度，
通过市场化手段拓宽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规范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加大项目投资力度，提
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兴业银行南昌分行积极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承销及配套金融服务。2019年，兴
业银行南昌分行成功中标“2019-2021 江西省
政府专项债券发行顾问”项目，协助地方政府
梳理和筛选项目，并根据债券市场情况提供发
行方案建议，累计项目服务数超1000个，项目
服务申报金额超 1000 亿元，项目服务发行金
额达 581.27 亿元，领域涵盖农林水利、医疗卫
生、教育、旅游、市政及产业园、交通设施等。
同时，该行也积极参与江西省政府债券承销工
作，累计承销金额 351 亿元，位列省内股份制
银行首位，有力支持了重大项目建设和社会民
生领域发展。

立足区域特色
回归本源服务实体

——引金融活水，润实体之花。兴业银行
南昌分行成立以来，紧跟省委、省政府做大做强
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导向，始终坚持“商行+
投行”双轮驱动战略，充分发挥其在债券业务领
域“投承销研”一体化的专业优势，为江西省内
企业提供全方位债券业务服务。截至2021年5
月末，兴业银行累计承销江西省内企业发行各
类债券 86 只，金额合计 753.83 亿元，已发展为
江西省内最主要的债券承销商。近年来，屡创
市场首单：先后牵头落地江西首单绿色超短期
融资券（20南昌轨交GN001）；江西省首单双创
金债（21赣州发展MTN001）；江西省首单权益
出资票据（21赣国资MTN001），为区域经济建
设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深耕普惠金融，赋能小微企业。兴业

银行南昌分行多年来持续强化对市场主体的金
融支持，聚焦服务小微企业和广大民众，全面梳
理小微企业服务环节中的痛点难点。通过加大
对小微企业资源倾斜力度，不断完善创新小微
企业产品体系和服务方案，精心设计推出一系
列切合市场需求的小微企业专属产品，为小微
企业提供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切实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服务质效，激发实体经济
动能。据了解，该行自2018年以来，连续三年
完成人行普惠金融“两增两控”目标，用实际行
动响应普惠金融号召。

——强化信贷支持，助力复工复产。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坚守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和初心，一手抓疫情
防控，一手抓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第一时间成立

“稳企业保就业专班”，制定金融支持稳企业保
就业相关领域业务目标，加大信贷投放，引导投
向实体经济、制造业、小微企业、扶贫、涉农等重
点领域；综合运用项目贷款、流贷、商票贴现、信
用证、票据池、供应链融资等产品，满足资金成
本压降需求；创新线上融资平台，为企业提供融
资便利；重点落实延期还本付息、减费降率等复
工复产支持政策，切实保障企业资金快速到
位。截至2020年底，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形
势情况下，兴业银行南昌分行贷款余额较上年
增长72.3亿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了

“兴业力量”。

以客户为中心
构建综合服务体系

——完善服务体系，助力财富梦想。兴业
银行南昌分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打
造全渠道、全流程的高质高效金融服务。围绕
客户金融需求和日常生活，以四大零售业务品
牌——“安愉人生”“寰宇人生”“活力人生”和

“百富人生”为切入点，以收单业务、代发工资、
信用卡发卡等为抓手，聚焦财富及私人银行客
户，发挥行业化、专业化优势，提升客户服务体
验，积极探索为客户提高交易结算、投资理财、
信贷融资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同时，
积极开展保护消费者权益和金融知识宣传活
动，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等方式，将金融
知识送到百姓身边，全力打造“全客户、全产品、
全渠道”零售业务服务体系。

——科技创新驱动，提升服务水平。在“科
技兴行”战略推动下，“科技”在兴业银行金融服
务领域的运用十分普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2019年，兴业银行南昌分行依托总行自主
研发的“兴车融”平台，落地首笔线上汽车经销
商联合贷款业务，该笔业务从客户发起融资申

请到放款成功仅耗时十几秒，一步解决了异地
核保、线上放款、时效同步等多个难题，成为区
域同业首创，开启了兴业银行南昌分行金融科
技打造汽车金融生态圈的新篇章。

除此之外，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在同业客户
之间，大力推广银银平台，实现中小金融机构间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信贷领域，推出线上融
资产品，提升融资便利性；e系列在线融资产品
实现小微贷款资金循环周转使用、自主提用、随
借随还；在支付领域，推出“兴e付”收单产品，
支持微信、支付宝、QQ钱包、京东钱包等支付
方式，有效提升小微商户收单效率。

践行社会责任
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饮水思源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方得始终。
自2006年开业至今，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始终坚
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开展了一系列扶贫、帮困
活动，目前在各类社会公益事业上累计捐款超
600万元。

从2015年起，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开始定点
扶贫吉安市峡江县峡里村，派驻第一书记驻点，
融资融智精准扶贫、修房改厕改善民生。截至
目前，该行累计投入该村扶贫资金超100万元，
村内302户村民住上了安全房，喝上了安全水，
用上了卫生厕，通上了安全电。全村已于2019
年脱贫，并形成了以养鸭为主的养殖业与以种
植井冈蜜柚、烤烟、油茶及水稻为主的种植业相
结合的产业模式，村民收入稳步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赣南原中央苏区，兴业银
行南昌分行主导落地了江西省首个“银行+保
险+期货”商业性养殖饲料成本保险项目，缴纳
保费44万多元，为其下辖赣州分行挂钩帮扶的
赣州市会昌县珠兰乡下照村及赣州市赣县区湖
江镇上站村的农户进行投保，如猪饲料价格上
涨，则当地投保农户获得赔偿，确保农户收益稳
定。当时，两村共有196名农户参保，惠及87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实际行动共同致力脱贫攻
坚，为服务“三农”，贡献金融力量，助力赣州当
地金融扶贫。目前，两村均已高质量实现脱贫
摘帽。

兴聚洪城十五载 业盛赣鄱新时代
——兴业银行南昌分行15周年发展纪实

十五年风雨兼程，十五年岁月如歌。
2021年6月16日，兴业银行南昌分行迎来
了十五岁生日。

这十五年，是积极探索、艰苦创业的
十五年，是乘风破浪、奋力拼搏的十五年，
更是开拓进取、勇攀高峰的十五年。十五
年的光阴，书写了江西兴业人的进步与荣
耀；十五年的岁月，承载了江西兴业人的
初心与梦想！

2006年6月16日，兴业银行南昌分行
在赣鄱红土地上应运而生。依托江西省
快速崛起的良好环境和兴业银行跨越发
展的品牌优势，秉承“与客户在发展中共
成长”和“服务源自真诚”的经营理念，在
江西省各级党政部门、监管机构、广大客
户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该行立足南
昌，面向江西全省，积极融入江西新发展
格局，努力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不断强化
社会责任与担当，走出了一条特色化、专
业化发展之路。

十五载奋斗征程，江西兴业人用自己
的真诚和汗水，为这片红土地送上一抹亮
丽的兴业蓝。截至2021年5月末，分行资
产规模992亿元，在全省营业网点共计48
家，员工近800人，与省内13700多家企事
业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拥有个人
客户近80万户，累计缴纳税费超16亿元，
实现了质量、规模与效益的协调发展。

十五载励精图治，在各级党政部门和
监管机构的关心指导下，兴业银行南昌分
行在经营发展过程中满载荣光，多家营业
网点获评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示范单位

“千佳示范网点”“五星级网点”，下辖站前西
路支行荣获全国“敬老文明号”；多次荣获

“金融服务贡献奖”“地方债券承销贡献奖”；
荣获“2018-2020年全省绿色金融先进单
位”，并且在2018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获
评“江西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工作考评优
秀单位”；连续多年获评“账务核算优胜单
位”“会计核算优胜单位”“执行外汇管理规
定A类银行”；自 2013 年起连续 8 年荣获

“省综治工作先进单位”，社会美誉度和品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十四五”宏伟蓝图渐次铺开，实现
2035 年远景规划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身处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时
刻，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将继续坚持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江西高质量跨越式
发展，在支持地方经济建设与谋求自身发
展壮大的创业发展路程中不断书写新的
精彩篇章。

15年栉风沐雨，15年砥砺前行。跃上新
起点，兴业银行南昌分行将始终坚守“真诚服
务，共同兴业”的使命，着力提高金融发展贡
献度、服务实体满意度、改革创新活跃度和金
融生态安全度，确保新征程开好局、起好步，
在构建江西新发展格局中展现“兴业力量”更
大作为。 （刘冰倩）

6 月 15 日，横峰县港边乡港边村村民在蛋鸡养殖场捡拾鸡蛋。今年 5 月，
该村引进蛋鸡养殖项目，预计全年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8 万元。

特约通讯员 晏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