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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雪美（右）、江家印获全国“体彩追梦人”荣誉称号。（图片由省体彩中心提供）

体彩追梦人 做不平凡的人
李 征

近日，抚州和上饶的两名体育彩票专
管员，在全国众多提名候选人中脱颖而
出，荣获“体彩追梦人”荣誉称号，展现了
江西“体彩人”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此
外，江西还有 3 名体彩门店代销者获得

“2020体彩追梦人”提名奖。青春激扬，追
梦无悔。平凡岗位，把工作做到极致，就
是那个不平凡的人。

她常说：点滴努力可砌万
里长城

2011年，一心想回乡发展的夏雪美，看
到省体彩抚州分中心的招聘信息，毅然辞
去外地私企职务去应聘。通过层层筛选
后，夏雪美开启了她的体彩追梦公益事业。

“我一直对公益事业非常感兴趣，在
大学时，有空就会去做公益。”夏雪美说，
非常珍惜能与公益打交道的工作。但接
手体彩工作后，她没想到会“这么辛苦”。
怀着对事业的执着和信念，她还是坚持了
下来。她认为，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

一定要尽责做好，干出一番成绩。
2016年 3月，适逢辖区内门店开展形

象建设，想到多个门店需要重新装修和布
置，要和门店代销者反复沟通并安抚他们
的情绪，正在家坐月子的夏雪美考虑再
三，选择放弃休假，全身心投入工作。

随着移动网络的覆盖和基础设施建
设普及，电商物流服务中心在南丰县迅猛
发展，门店往来的人流量很大。2020年 8
月，南丰已经有99家快递服务站。夏雪美
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刻上门拜访相关负责
人，商谈体彩与电商物流中心的合作业
务。经过多轮商谈达成协议，确定了电商
物流服务中心增设体彩门店。夏雪美用
半个月时间跑遍所有服务站，选择优秀站
点作为体彩代销伙伴，成功增设10家体彩
门店。创新思维不仅成功为夏雪美自己
辖区开拓了新的销售渠道，也为周边县区
提供了拓展新思路。

很多人难以理解，一名女同志每天背
着大包小包，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的体彩门店，经常搬机器、修机器、拆机
器，干着许多男同事的活。为能服务好体
彩销售门店，夏雪美学会了维修彩票终端
机，有门店机器出故障，经过她几分钟维
修，立即搞定。“以前机器坏了，门店都是
邮寄到抚州指定维修点，一来一去要耽误
几天时间，影响销售。我学会了维修终端
机，就可上门为大家服务，提高效率。”夏
雪美表示。

夏雪美常说：专管员虽是体彩公益事
业小小的一块砖，但点滴努力可
砌成公益事业的万里长城！32岁
的她，希望把这份公益事业一直
做下去。

他坚信：只要努力就
会有收获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
现在收入稳定，有两个可爱的女
儿和幸福的家庭。今天拥有的生
活都与体彩公益事业紧密相关。”

上饶体彩专管员江家印是个懂得感恩的
人，即使拿到“体彩追梦人”荣誉，也不忘
对这份工作给他生活带来的变化表示感
激。

江家印清楚记得，2008年刚来上饶体
彩分中心工作时，靠一辆电动车、一个双
肩包跑遍辖区 42个体彩销售门店。他给
自己定了个原则：简单的事情反复做，重
复的事情用心做。根据要求，每周要给门
店下发 3次宣传品，依靠客车托运分发到
上饶市管辖的门店，因此需要前往 5个不
同的班车发车地点。细心的他把每辆班
车发车时间和车牌号码记录在本子上，不
论刮风下雨，他都骑着电动车提前等待班
车的到来。

有风有雨有阳光，有汗有苦有欢笑，
这是江家印在江西体彩专管员队伍里工
作12年的真切感受。他所负责的片区，从
2008 年 42 个门店拓展到最高时 110 个门
店。“每个门店都是公益事业的窗口，我想
把它们作为名片推广出去。”江家印说。

专管员不仅是沟通体彩机构和基层
门店的桥梁，同时也是为代销者保驾护航
的人。多年的工作实践，他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是广大代销者眼中的行家，代销者
销售过程中遇到困难，他总能第一时间出
现在门店帮助解决。2018年夏天，江家印
走访一家老门店时发现该店的网线、电线
相互缠绕乱成麻，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店
主老夏年纪大，自己不会梳理，就让这些
网线电线裸露在店内，有些线还存在老化
现象。为不耽误老夏销售彩票，我晚上 10
点后再来店里帮他整理线路，直到次日凌
晨 1点才弄完。”江家印说。此后，老夏对
这个年轻人非常认可：小伙子细心、吃得
了苦，真不错！

“我原来一直想找有干劲、有闯劲的
工作，体彩专管员让我实现了梦想。我坚
信付出定有收获，我的体彩公益事业才刚
刚开始。”江家印表示。

6月20日，意大利队球员在比赛后庆祝胜利。
当日，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比赛中，

意大利队以 1∶0战胜威尔士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十六
强。 新华社记者 程婷婷摄

█ 金融助力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系列之三

“快，速度真快！不要抵押担保，当天
就发放到位了，这笔贷款真是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南昌县志拼建材有限公司经理
罗得兴奋地说。

罗得口中的贷款产品就是农业银行
最新推出的“账户 e贷”，该产品主要面向
农行存量结算小微企业，深度挖掘账户行
为和税收、工商、征信等内外部数据，主动
给予客户信贷额度。小微企业通过线上
渠道即可完成贷款申请到还款的全流程
操作，从发起到签约最短 2分钟即可办理

成功，非常契合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特点。
南昌县志拼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8月，主要从事腻子粉、外墙涂料等
建材的生产、销售工作，年销售额达800万
元，年纳税 20余万元。今年汛期以来，南
昌县许多建筑工地处于停工状态，减缓了
货款回笼速度，让公司资金压力倍增。由
于公司处于初创期，缺少抵押物，向银行
申请贷款存在困难，着实让罗得犯了愁。

正当公司一筹莫展之际，罗得接到了
农行南昌县支行客户经理的电话。在了

解到“账户 e贷”产品无需抵押、秒申秒贷
的特征后，罗得随即在客户经理的指导
下，通过农业银行企业网银和掌上银行当
天就申请到了贷款。

在得知自己是江西省农行首笔“账户e
贷”贷款客户后，罗得激动地说：“农业银行
不断创新信贷产品，主动减费让利，为我们
小微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利。”

近年来，农行江西南昌分行针对中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慢问题，完善“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根据客户不同条

件，不断提升科技赋能，创新金融产品，使
金融资源精准“滴灌”。继“纳税 e贷”产品
推广后，农业银行不断创新微捷贷授信模
型，先后推广“首户 e 贷”和“账户 e 贷”产
品，引入针对注册时间不超过两年的首次
贷款小微企业授信模型，增加企业账户行
为数据等对企业评价数据维度，通过模型
多样化，实现对小微企业的全覆盖。截至
今年 5月底，农行江西南昌分行微捷贷客
户708户、贷款余额45814万元。

（程欣欣 封 峰）

科技赋能金融创新 为小微企业“贷”来优惠和便利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
今年以来，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党委把党史学习教育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相结合，一场场生动的“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展开，一件件关乎
师生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
决……当这些实事串点成线、连线成面，
一颗充满活力的红色“初心”越发清晰。

守初心 传承好红色基因

到宜黄县黄柏岭红色教育基地、临川
区党建文化园、抚州市烈士陵园等地开展
红色主题实践活动；邀请烈士后代进校园
开展“红色基因代代传”宣讲会；组织师生
尤其是在青年大学生中开展唱红歌颂党
恩、讲党史铸党魂等活动……

红色资源是鲜活的历史，是我们党宝
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我们党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建立红色
基因传承长效机制，充分利用抚州本地丰
富的红色资源，先后组织党员干部和师生
多形式感受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
想信念，汲取干事创业的丰富智慧和有益
营养。实地瞻仰遗迹、遗址、纪念馆，看那
一件件带有温度的实物，听那一个个激动
人心的故事，感受那一部部在艰苦卓绝环
境中谱写的可歌可泣的诗篇，从而更加深
刻地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穿越
时空的力量，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红色资源
是共产党人的血脉和基因，使心灵得以滋
养、灵魂得以净化、境界得以提升，从红色
基因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校党委主要负责
人带头开展“七个一”活动，鼓励同学们从
中汲取奋进力量，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药学系党支部创新道德讲堂形式，把
课堂送到村民家门口，把关爱送到孩子心

里，主动贴近群众，讲好红色
故事，弘扬好中医药文化。

存真心
紧盯实事求实效

6月 4日，抚州高新区钟
岭街道七二一社区，一场免
费医疗服务正在开展，让当
地居民感受到温暖和便利。

来自江西中医药高等专
科学校附属医院的专家们为
居民把脉问诊、探查病情、耐
心答疑解惑，提出合理治疗
建议，宣教健康科普知识，同
时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高
血压的预防与治疗开展专题
讲座。义诊活动免费测量血压和血糖近
400人，发放各类健康资料和宣传画册500
余份，为居民免费发放了药品，接受咨询
诊疗人数500余人次。

这是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积极
服务社会民生需求的缩影。该校充分发
挥服务社会职能，发挥人才优势，把“为群
众办实事”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紧扣中
医药大健康服务社会，开展“爱心义诊暖
人心”“中医文化进社区”等活动，为百姓
办实事，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学校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工作职责有
机结合、无缝衔接，制定任务清单6大类别
32条，着力办好改善基层职工办公条件、
增加食堂膳食供应种类、指导帮扶贫困学
生就业等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已完成 25
件，完成率78%。

同时，该校及时回应学生诉求，将学

代会上学生提案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
清单，高度重视和关注学生在学习生活过
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帮助困
难学生改善家庭经济状况，提供“专升本”
和就业帮扶，并积极组织一批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带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
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各党支部积极响应
号召，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
师生的烦心事。护理系党支部书记李爱
娇将就业工作与“我为群众办实事”紧密
结合，多措并举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截
至目前，护理系2021届毕业生就业率已达
87%，由支部党员一对一精准帮扶的贫困
家庭毕业生43人，已落实就业41人。

学校护理专业毕业生在今年的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中通过率高达 92.8%，比
去年提高了 3%，获得社会与学生的一致
好评。 （张华荣）

春风化雨谱真情 润物无声暖民心
——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为群众办实事纪实

惠民义诊深受群众欢迎 王燕萍摄

学子积极参与主题绘画活动学子积极参与主题绘画活动 张张 祎祎摄摄

6月 20日，瑞士队球员弗罗伊勒（右）与土耳其队球员伊
尔马兹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阿塞拜疆巴库进行的欧洲足球锦标赛A组比赛
中，瑞士队以3∶1战胜土耳其队。 新华社发（巴巴耶夫摄）

新华社广州 6 月 20 日
电 中超广州足球俱乐部 20
日官宣，由于疫情防控原因，
球队外援保利尼奥无法按时
返回继续履行合同，经友好
协商双方解约。

俱乐部的公告称，由于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复杂严峻，根据国内疫
情防控规定，广州足球俱乐
部巴西外援保利尼奥无法按
时返回继续履行工作合同。
经友好协商，俱乐部与保利
尼奥依照合同约定于 20 日

正式解约。
公告称，保利尼奥分别

于2015年6月至2017年8月、
2018年7月至今效力于广州
队，为球队贡献74粒进球、29
次助攻，获得包括亚冠冠军、
中超冠军在内的众多荣誉，成
为广州队最可信赖、最具决定
性的中场核心球员。

保利尼奥也在个人社交
媒体上表示，疫情导致他与
俱乐部提前告别，他心里非
常难过，但他是带着“任务完
成”的心情离开的。

广州队官宣与保利尼奥解约

6月20日，一名保安在东京奥运会奥运村内巡逻。
当日，东京奥运会奥运村对媒体开放，记者参观了奥运村

国际区、公寓、餐厅、健身房等地。 新华社记者 王子江摄

6月20日，许昕（左）/刘诗雯组合在混合双打比赛中。他
们以4∶2战胜王楚钦/王曼昱组合。当日，在威海集训的国乒
按计划举行东京奥运会热身赛。 新华社发（中国乒协供图）

6月 20日，清华大学队球员周子昂（中）在比赛中突破上
篮。当日，在第 23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一级联赛
（男子组）全国总决赛中，清华大学队以 93∶75战胜北京大学
队，夺得总决赛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