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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日，由省工信厅发起的第三届
江西年度经济大事、经济人物、功勋企业
暨脱贫攻坚贡献企业、企业家发布会在南
昌举行，方大萍安钢铁荣膺“江西脱贫攻
坚贡献企业”称号。

近年来，方大萍安钢铁坚持党建引
领，因地制宜，创新帮扶举措，打出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等系列“组合拳”，
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产业扶贫，激发内生动力

2015年，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苏坊村
被确定为省级贫困村，萍乡市莲花县神泉
乡五洲村被确定为市级贫困村。自定点
包扶、帮扶以来，萍安钢铁采取与贫困户

“一对一”结对子、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等
方式，帮助其拔穷根，实现由“输血”到“造

血”的内生循环。
自 2015年以来，萍安钢铁先后选派 7

名工作人员驻村帮扶，其中一人担任驻村
第一书记。本着“真扶贫、扶真贫、真脱
贫”的宗旨，驻村工作队沉下心、俯下身、
融入情，与当地村民打成一片，全面掌握
农户生产生活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解决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问题。

在萍安钢铁的帮扶下，2017年 12月，
五洲村实现脱贫摘帽；2018 年底，苏坊村
顺利摘掉了省级贫困村的帽子。2020年，
萍安钢铁拿出扶贫资金 135.15万元，用于
建设蔬菜大棚基地、危桥改造、添加路灯、
修建偏远村组水泥路面等，通过发展扶贫
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巩固脱贫成果。

真情帮扶，不以山海为远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萍安钢铁的扶贫事业，不仅选

择了江西这片红土地，在甘陇大地，也有

萍安钢铁人的扶贫印迹。

2019年 5月，萍安钢铁在方大集团统

一部署下，和集团所属的其他 6家大企业

一道，主动投身甘肃省脱贫攻坚的主战

场，深入该省东乡县进行产业扶贫工

作。按照“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以投资兴办、增资控股

等形式，有效盘活了东乡县扶贫车间，推

动该县的脱贫攻坚由“输血”向“造血”转

变。截至目前，萍安钢铁先后派出 70 多

名员工参与甘肃东乡扶贫工作，20 多名

员工长驻东乡县扶贫，积极落实扶贫项

目。而由萍安钢铁扶持的 4 个扶贫项目

正式投入运营，在建项目 1 个，总投资

11350万元，帮助东乡县 1500多人在家门

口实现就业。

此外，萍安钢铁还以消费扶贫的方

式帮扶，保证当地脱贫户稳定增收；以

企业员工认购马铃薯等方式，帮助脱

贫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以采购冬

季棉服、羊毛围巾等形式，为脱贫户增

加收入；通过购买腐竹、手工粉条、羊

肉和雨伞等当地扶贫产品给员工发福

利，做到消费扶贫与为员工增福利双

促进。

五年来，萍安钢铁的脱贫攻坚工作

成效显著：帮扶萍乡市莲花县五洲村、

湘 东 区 苏 坊 村 154 户 贫 困 户 576 人 脱

贫，实现了户脱贫、村摘帽的目标；帮助

甘肃省东乡县 1500 名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在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进程中，萍安钢铁人生动诠释了方

大集团“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企业

宗旨，书写了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6月19日，江西八阵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年产量24万吨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回收项

目奠基仪式在九江市浔阳区举行，标志着该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

“项目总投资5500万元，占地面积25000

平方米，由九江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江

西碳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安徽省桐城

市高桥劳务工程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设。”

九江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是以九江石化煤制氢脱碳尾气为原

料，采用江西碳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根

据九江石化煤制氢脱碳尾气特性开发的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低温精馏工艺，具备一

期年产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12万吨，二期

总计24万吨的能力。

据悉，整套工艺装置分为原料气净化、

原料气压缩、原料气提纯液化、产品储存及

制冷系统等多个工段，采用江西碳氮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的PLC自动控制系

统，具有工艺简单、可靠性高、运行稳定、操

作简单等特点，年平均能耗低于 130kwh/

tCO2，产品纯度达到 99.99%。值得一提的

是，项目原料储存系统采用 2 台 1000m3 球

罐，具备2000m3的液体二氧化碳储存能力。

推进能源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事关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江西

八阵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为九江地区节能减排作贡献为己

任，以打造赣北地区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

产业旗舰为目标，确定了链接九江石化产

业链，以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生产高

纯度食品级二氧化碳为产业定位。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我省最大的二氧化碳尾气回

收综合利用项目，食品级二氧化碳产品不

仅能够满足周边市场需求，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同时也能大力推进节能减排，为实现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杨 平）

“上午要走访的企业，进驻南昌时间
不长，但进出口贸易规模比较大，我们要
再分析一下，从结算服务的角度为他们提
一些建议。”近来，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党委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慎推进
人民币国际化”的决策部署，把“进企访需
促发展”作为服务群众的“关键一招”，由
班子成员带队，组织金融机构逐户走访全
省重点涉外企业，了解企业使用人民币跨
境结算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解答相关疑
问，宣传跨境人民币便利化新政，指导相
关结算银行积极做好跨境金融配套产品
和服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4 月 15 日至 5 月底，在为期一个半月
的“涉外重点企业大走访”活动中，人民银
行南昌中心支行在全省共走访企业 253
家，包括32家驻昌企业，169家地市级企业
和51家尚未办理过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白
户”企业。据了解，此次走访具有三个鲜
明的特点：一是坚持问题导向，走访目的
更明确。要求通过入户调研，做到“四个
弄清楚”，即：“弄清楚企业跨境金融真实

需求”“弄清楚企业跨境交易对手分布及
议价能力”“弄清楚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
结算困难和梗阻”“弄清楚企业跨境人民
币结算潜在空间”。二是坚持目标导向，
走访对象更精准。走访目的是帮助企业
真正树立“本币优先、本币结算”的意识。
鉴于结算币种的选择和确定是在企业与
境外对手方的谈判与合同签订环节，企业
的原材料采购部门和产品销售部门更为
关键，此次走访一改以往面向财务部门的
做法，将政策宣讲直达业务部门作为工作
重点。三是坚持效果导向，走访对接更全
面。为了帮助企业知政策用政策，走访活
动要求将“保姆式”的金融服务嵌入企业
对外经营活动全流程。银行机构要提前
了解企业签订涉外合同时的相关情况，包
括对手方所在国家的结算环境及政策要
求，为企业提供谈判咨询服务；同时根据
企业对外经济往来需求，设计并提供结
算、融资、避险等一揽子金融支持方案。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走访中发现，
江西涉外企业对传统外币结算路径的依

赖较大，议价能力偏弱，加上有的企业尚
未充分了解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对使
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意愿不强，潜力有
待挖掘。

“我们在香港有分公司，但境外对手
方要求以美元结算，我们一直面临较大的
汇兑损失。”华勤电子科技公司负责人刘
彦现场提出了困惑。人民银行南昌中心
支行主要负责人立即要求相关银行机构
根据企业的诉求，尽快制定跨境人民币结
算专属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
融资、人民币离岸交易产品等一揽子金融
服务，积极推动境外对手方接受人民币计
价结算。经走访推动，华勤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使用人民币跨
境结算金额达到 6.29亿元，是今年前 3个
月结算量的 4.7 倍，比去年全年使用人民
币结算金额增加1.33亿元，效果显著。

“你们公司近期在引进境外投资者
吗？在谈判时要记得争取优先使用人民
币进资哦！”当得知江铃集团有计划将其
一家子公司股权转让给境外投资者后，人

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立即致电江铃集团有
关负责人，并跟进做好政策辅导服务。类
似这样的暖心行为还有很多很多。在为期
一个半月的大走访活动中，几乎每天都有
金融机构深入企业，问计问需，为企业答疑
解惑，排忧解难，受到企业交口称赞。

问企声，查企情，非一时一日之功；排
企忧，纾企困，更非一朝一夕能至。为确
保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金融服务，人民银
行南昌中心支行在走访活动的基础上，研
究出台了《重点企业跨境人民币金融服务
队工作制度》，指导金融机构按照“自主选
择、灵活参与、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
则，联合成立金融服务队，“一企一策”，为
全省200余户重点涉外企业提供持续深入
的综合金融服务，并实行按月调度会商机
制。目前仅南昌市就已成立 53支金融服
务小分队，他们正与市重点企业紧密对
接，送政策上门、送服务到家，推动跨境人
民币便利化新政落地落实，全力顺应江西
经济发展新形势、改革开放新要求、广大
企业新期待。 （彭海萍）

近日，“‘阳光脸医’AI 视觉学习预测
健康指标技术”完成商标注册，成为阳光
保险科技赋能“保险+健康”生态链的又一
重要里程碑。

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
及 5G移动互联等新型科学技术的不断突
破与应用，科技与人们的工作、生活联系
日益紧密。同样，科技的发展也为保险行
业提供了更多可能，“保险+科技”所产生
的力量正在逐渐显现。

为了优化客户线上服务体验、提升健
康数据收集效率，阳光保险于2019年自主

研发了“‘阳光脸医’AI视觉学习预测健康
指标技术”。通过“阳光脸医”，客户使用
手机“扫脸”即可实时获得自己的健康情
况报告和精准的健康管理解决方案。目
前，“阳光脸医”可检测BMI、高血压、高血
脂、高血糖和脂肪肝、皮肤状态等 10项健
康数据指标，还可同步在线完成护肤、内
分泌失调、心脑血管风险监测等多个专项
健康服务监测。

通过面部深度学习预测健康指标，结
合“智能在线体检”形成智能化客户健康
风险评估系统，阳光保险自研科技在为客

户提供便捷、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的同
时，也为阳光保险的风控体系提供了新的
路径。在健康服务管理方面，“阳光脸医”
自推广以来累计服务近 12.5万客户，通过
数据量的不断积累，可有效协助公司完成
客户健康画像，为公司进一步提升客户服
务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提供依据；在核保
风控方面，“阳光脸医”已应用于新契约核
保环节，并实现承保前对所有健康险投保
件的系统化、智能化健康风险预评估，自
上线以来累计为核保提供近 2.5 万次查
询，有效降低系统性风险。

据悉，在中国信息协会和中国金融CIO
联盟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保险行业信息
化成果”评选活动中，该产品荣获年度“中国
保险行业信息化突破项目奖”；2020年4月、
12月“‘阳光脸医’AI视觉学习预测健康指
标技术”先后申请三项发明专利，目前均已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签发的《发明专利申请
公布及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

阳光保险相关负责人表示，“阳光脸医”
未来将在更多场景应用、更多指标维度以及
更多健康服务推荐等方面持续深耕，用科技
赋能保险，做有温度的服务。 （彭 冰）

“阳光脸医”开启阳光保险AI科技新时代

6月 16日下午，第三届江西年度经济
大事、经济人物、功勋企业暨脱贫攻坚贡
献企业、企业家发布会在南昌召开。会上
表彰了江西十大经济人物、江西脱贫攻坚
贡献企业家、江西脱贫攻坚贡献企业和功
勋企业荣誉奖项。中国太保产险江西分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鲁强获“江西脱贫
攻坚贡献企业家”荣誉称号，为本届荣誉
表彰唯一的保险企业家。同时中国太保
产险江西分公司也是所有获奖单位中唯
一的保险企业。

近年来，中国太保产险江西分公司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真抓实干，求真务实，

“真扶贫，扶真贫”，积极推进“造血式”扶
贫项目，参与江西公益扶贫、产业扶贫、
保险扶贫、助学扶贫等扶贫工作。同时，
该公司在江西省开创保险扶贫兜底保
障，推出“防贫保”，致力于解决“沙漏式”
扶贫难题，有效控制贫困增量。2020 年，
累计在江西承保 27 个县（市 、区）共计
39 个“防贫保”项目，累计提供保障额度
817.4 亿元，服务覆盖 31.96 万“两易户”，
发放防贫保补偿金 2568.39 万元，补偿人

数 1.29万人。
该公司的扶贫工作得到省内各级政

府、社会和集团公司及总公司的肯定。公
司 荣 获 省 委 组 织 部 、省 乡 村 振 兴 局

“2018-2020 年度省派单位定点帮扶工作
好评单位”，省派驻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
长郑兆辉获评“优秀”。

近年来，中国太保产险江西分公司积
极推进险资入赣，落地项目资金累计 86.5
亿元，并争取到集团在2020年至2025年完
成 200亿元项目投资，助力江西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三农”发展，政策性农险经营
县域增长至 44 个，“三农”服务站发展到
187个，专职协保员队伍增加到 258人；设
计开发11款江西特色农险产品，首创土壤
指数保险和蔬菜收入保险；疫情期间，向
全省4万多名驻村干部赠送新冠肺炎感染
责任保险，共计保额85.57亿元。公司及干
部员工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抗击疫情
捐款 103.81万元，为江西打赢脱贫攻坚战
贡献了太保力量。

下一步，中国太保产险江西分公司将
继续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以及集团公

司、总公司各项工作部署，乘势而上，接续
奋斗，积极发挥保险行业优势，推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 （袁宏伟 文/图）

“真扶贫，扶真贫”
——中国太保产险江西分公司助推脱贫攻坚纪实

脱贫攻坚的“钢铁力量”
——方大萍安钢铁荣获“江西脱贫攻坚贡献企业”的背后

彭云桃

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开展“涉外重点企业大走访”

全力推进跨境人民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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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从省商务厅传
来消息，赣菜主题餐厅-沁
庐·江西菜于6月18日在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试营业，成为
了“赣菜进京”的重要一站。

赣菜主题餐厅位于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二
楼国内混流区 B 指廊，经营
面积 392 平方米，汇聚了全
省最生态、最优质、最具代
表性的绿色食材，为旅客呈
现地道正宗赣菜，将成为传
播赣鄱文化的绝佳平台和
亮丽江西名片。

据了解，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开设赣菜主题餐厅，
是贯彻落实《江西省打造赣
菜 品 牌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的重要举
措，旨在充分借助大兴机场
这一国际窗口全面展示赣菜
文化、大力宣传推广赣菜品
牌。下一步，省商务厅将持
续推动打造赣菜品牌工程，
深入实施赣菜“扬名”行动，
加快推进“赣菜进京”工作，
让江西味道走出江西、走入
全国、走向世界。 （彭烈孟）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赣菜主题餐厅开业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
布了首批“赣鄱正品”认证品
牌名单，确定了 50家企业品
牌作为首批认证品牌。

根据《江西省农业农村
厅关于印发江西“赣鄱正品”
品 牌 创 建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的通知》文
件要求，为加快“赣鄱正品”
品牌体系建设，省农业农村
厅依据 2020 年评选的江西

“二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和“农产品企业品牌百强
榜”名单，经过各县（市、区）
推荐、专家评比、排序优选、
网上公示等环节，确定了江
西省进贤县军山湖渔蟹开发
公司开发的军山湖大闸蟹、
江西省惠大实业有限公司开
发的宁都黄鸡等 50 家企业
产品品牌作为“赣鄱正品”首
批认证品牌。 （杨 平）

“赣鄱正品”首批认证品牌名单公布

上犹县龙泰塑料有限公司通过引进技术团队
实施纳米阻燃材料项目，有效提升了阻燃填充材
料等产品的品质水平。 黄传章摄

“江西脱贫攻坚贡献企业家”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