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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50个）
南昌县水利局
进贤县三里乡政府
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政府
南昌市应急局
南昌市昌南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南昌警备区战备建设处
九江市应急局
九江市城区防汛指挥部办公室
永修县人民武装部
永修县消防救援大队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党委
九江市濂溪区应急局
湖口县人民武装部
都昌县消防救援大队
彭泽县芙蓉农场党委
共青城市应急局
景德镇市应急局
景德镇市水利局
景德镇市消防救援支队
乐平市城管局
浮梁县峙滩镇政府
珠山区竟成镇政府
萍乡市应急局
芦溪县应急局
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新余市应急局
贵溪市耳口乡政府
崇义县应急局
宜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奉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高安市消防救援大队
鄱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鄱阳县人民武装部
余干县枫港乡党委
余干县水利局
万年县应急局
婺源县应急局
德兴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安福县水利局
吉水县应急局
吉安市青原区青原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永丰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
乐安县消防救援大队
省应急厅防汛抗旱处
省水利科学院
武警部队江西省总队机动支队作战支援大队
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南昌分公司
省直单位防汛救灾青年突击队
省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二、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个人（200名）
龚芦花（女） 南昌县南新乡党委书记
刘 林 南昌县蒋巷镇党委书记
付 驰 共青团南昌县委书记
陈 云 进贤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涂莉花（女） 进贤县副县长
胡 强 进贤县政府办党组成员、副主任
熊诗民 安义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戴 剑 安义县石鼻镇党委书记
陈红桥 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党委书记
胡衍国 南昌市新建区象山镇新增村党支部书记
杜胡旺 南昌市新建区水利局高级工程师
李细平 南昌市新建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张 正 南昌市青山湖区应急局党组书记、局长
帅华平 南昌市东湖区扬子洲镇政府经济发展与农业

农村办常务副主任

卢兰萍（女） 南昌市西湖区应急局党组书记、局长、四
级调研员

刘 伟 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鲤鱼洲管理处党
委书记

张奕宝 南昌市应急局科长、一级主任科员
吴志平 南昌市应急局四级主任科员
占安安 南昌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设计一室主任、高级

工程师
刘 鑫 南昌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工

程师
勒外光 南昌市农业农村局综合调研科（农垦科）科长
杨 明 江西省国营恒湖综合垦殖场副书记、副场长
张梅生 南昌市纪委市监委第四室副主任
彭金鸿 南昌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发展中心副主任
梁厚生 南昌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谭 亮 共青团南昌市委青发部副部长
彭国华（女） 南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长、副主任

技师
黎子盼 南昌市城管局科员
赵红奎 九江市应急局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科负责人
徐 麟 九江市应急局减灾备灾中心负责人
荀 辉 九江市水利局水土保持站副站长
刘 魁 九江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
刘 洋 武警九江支队司务长
谌远宇 九江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
江会栋 九江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科长
黄 臻 九江市浔阳区应急局党组成员
李国兴 九江市濂溪区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
胡天威 九江市濂溪区河道管理局局长、工程师
王金球 九江市濂溪区水利局工程师
余太祥 九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农村工作处处长
陈世超 九江市柴桑区江洲镇党委书记
刘玉南 九江市柴桑区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
冯胜东 九江市柴桑区港口街镇党委书记
方 良 修水县应急局防汛办专职副主任、防汛抗旱

股股长、工程师
林晓波 武宁县公安局党委委员、交管大队大队长
李进士 瑞昌市应急局副股长
陈卫兵 瑞昌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副局长、工程师
万建清 都昌县多宝乡人大主席
谢 敏 都昌县应急局助理工程师
向礼荣 都昌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
涂汉钦 湖口县水利局退休职工
陈贤平 湖口县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欧阳兴 湖口县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董 明 湖口县人民武装部部长
邢祺武 彭泽县棉船镇党委书记
方景付 彭泽县芙蓉农场党委书记
韩加财 彭泽县城管局局长
郭瑞文 庐山市水利局主任科员
王 荧 庐山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曹 欣 德安县副县长
伍术刚 共青城市苏家垱乡党委书记
陈松林 共青城市江益镇党委书记
郝根英（女） 永修县九合乡党委书记
杨 勇 永修县公安局副局长
吴小华 永修县建昌大道消防救援站副站长
高晓云 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程新宇 浮梁县委副书记、县长
石军雄 景德镇市纪委市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主任
李 梅（女） 信江饶河水文监测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陈 明 乐平市接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许金根 乐平市乐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苏振华 乐平市人民武装部部长
黄中华 浮梁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大队长
龚恩华 景德镇市昌江区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大队长
刘行智 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镇应急办主任
周 薇（女） 景德镇市珠山区新厂街道党工委书记
龚承东 景德镇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政治教导员
赖家勇 景德镇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
柳军华 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朱代国 景德镇市发改委农村和地区经济科科长
刘庆华 景德镇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级主管
汪志鹏 景德镇市地质灾害应急中心副主任、工程师
严 东 景德镇市城管局科员
张国兵 景德镇市管局公车管理科科长
陈鲍发 景德镇市气象局总工、高级工程师
颜云红 萍乡市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
王东成 萍乡市应急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邬远华 萍乡市应急局防汛抗旱科科长
刘少云 萍乡市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
赖 军 萍乡市水利局党委委员
黄新德 萍乡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
叶小峰 萍乡市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
张 剑 萍乡市海绵设施管理处处长、工程师
景国成 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委员、管委会副

主任
肖 强 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麻田办事处东江村党

支部书记、主任
贺长国 芦溪县住建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定发 芦溪县应急局股长
李亚民 新余市水利局科长
欧志群（女） 分宜县应急局科员
胡 俊 新余市渝水区消防救援大队锦新大道消防救

援站站长
宋兵初 鹰潭市余江区中童镇党委书记
刘 浩 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上清镇水利办副主任
黄超荣 于都县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
黄在明 大余县水利局防办主任
胡文生 赣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彭金平 宜春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熊爱国 宜春市应急局党委书记
陈建荣 宜春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
李 波 宜春市应急局防汛抗旱科科长
程绍涛 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邬 飞 奉新县应急局防汛抗旱股股长
帅东海 奉新县宋埠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余 斌 靖安县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
邱 根 靖安县应急局防汛办主任
王 磊 靖安县消防救援大队特勤班副班长
刘 巍 高安市新街镇党委书记
晏金波 高安市水利局副局长
付云侠 上饶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政委、党委副书记、二

级高级警长
王福友 上饶市人社局工伤保险科副科长
徐品良 上饶市应急局防汛抗旱科科员、工程师
王运先 上饶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黄京平 上饶市气象台台长、高级工程师
王淑梅（女） 信江饶河水文水资源监测中心水情科科长
赵 博 上饶市信州区解放路消防救援站站长
何惠清 上饶市电力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
胡 斌 鄱阳县委副书记、县长
张 鹏 鄱阳县应急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晓鹏 鄱阳县古县渡镇党委书记
黄启山 鄱阳县城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程建议 鄱阳县水利局高级工程师
陈周瑞 鄱阳县气象局局长
王 勋 余干县人民武装部政委
刘晓东 余干县康山水文站副站长
苏四鹏 余干县应急局副局长、防汛办主任
何长先 余干县水利局副局长
左水亚 余干县康山乡党委书记
韩斌旺 余干县乌泥镇水务站站长
周才区 余干县杨埠镇司法所所长
刘战诚 余干县河道采砂管理局执法大队大队长
丁盛球 万年县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

蔡龙美 万年县梓埠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洪广华 婺源县蓝天救援队队长
胡 鹏 婺源县应急局防震减灾救灾股股长
李欣哲 德兴市海口镇副镇长
汪华发 德兴市泗洲镇中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刘 斌 吉安市应急局防汛抗旱科（地震地质灾害科）

副科长
刘爱珍（女） 吉安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科长
宋炜林 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信息通信科干部
钟 强 安福县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
成建新 安福县谷口水库管委会副主任
熊 庄 吉水县应急局党组成员兼县水利局党委委员
罗俊杰 吉水县文峰镇党委书记、四级调研员
王勇晖 吉安市吉州区水利局水旱灾害科科长
贺利琳 吉安市青原区应急局防办主任
黄 书（女） 吉安市吉州区应急局科员
邵代宝 吉安县应急局副局长
易星飞 吉安县专业森林消防大队中队长兼办公室主任
龙静雨 峡江县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
习鹏程 峡江县马埠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洪 华 新干县应急局党委书记、局长
刘国强 新干县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
王富远 永丰县沿陂镇枧头村党支部书记
何志伟 抚州市东乡区水利局党委书记、局长
梅志刚 抚州市临川区应急局局长
李卫革 江西桑海集团有限公司对外联络处处长
刘艳俊 省应急厅应急指挥中心四级调研员
贺 强 省应急厅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袁明宏 省应急厅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一级主任科员
瞿 坚 省应急厅救灾和物资保障处副处长
张继松 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高级工程师
黄 瑚（女） 省水利厅省河湖长制工作处一级主任

科员
胡莎莉（女） 省水利厅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工程师
吴晓彬 省水科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
黄桂林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一级主任科员
李芮瑶（女） 省财政厅资环处三级主任科员
何小匀 武警部队江西省总队机关参谋、少校
涂福旗 武警部队江西省总队南昌支队教导队政治教

导员、少校
林建伟 武警部队江西省总队九江支队机动大队副大

队长、少校
张 雷 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水警）总队副总队长
唐经华 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南昌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
李生祥 中国安能集团第二工程局南昌分公司八级职员
张旭楠 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五大队政治

教导员、一级指挥员
黄光望 省矿山救护总队丰城大队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
万 欣 省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干部
王 玮 省卫健委应急办副主任
刘 松 省农业农村厅农艺师
黄日德 省洪都监狱党委书记、监狱长、一级高级警长
崔金灵 省电力公司高级工程师
葛李保 团省委青年发展部（青少年权益维护部）部长
石学农 省直机关工委工会工委二级调研员
朱星球（女） 省气象台决策服务科高级工程师
向奇志（女） 省水文监测中心水情处副处长、工程师
卞 晔 江西日报社政法科教部记者（中级）
胡康林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记者
林志国 福建侨龙应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卢昱昇 上饶蓝天救援队副队长
于 波 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南昌仓库主任
成海峰 广东省应急厅二级主任科员、援赣防汛抢险

队队员
许韵木 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审查中心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
胡 伟 省消防救援总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通报

各市委、市人民政府，省委各部门，省直各单位，各人民团体：
2020 年，鄱阳湖流域发生超历史大洪水。面对严峻

的汛情灾情，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汛为令、闻汛而动，迅
速转移安置受灾群众，有力开展抗洪抢险救援，着力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防汛救灾取

得重大胜利。
在防汛救灾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他们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牢记宗旨、恪尽职
守，冲锋在前、无私无畏。为树立典型、表彰先进，引导全社
会关心、支持和参与防汛救灾工作，省委、省政府决定授予
南昌县水利局等50个集体“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荣誉
称号，授予龚芦花等200名同志“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视荣誉、砥砺

奋进，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在本职工作中奋发作为、再
立新功。全省各地各单位和广大干部职工要以先进榜样为
标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作

为、狠抓落实，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江西篇章、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
发展新画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江西省委
江西省人民政府
2021年7月13日

江西省防汛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村里多了很多文化活动，听听故事，看看戏，像我们这
种没文化的人也能多多了解党史。”近日，在高安市各地，科
普讲座、送党课下乡、党史主题“送展进基层”等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正在火热开展，群众点赞“接地气、合口味”。

连日来，高安市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用活红
色资源，策划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端上百姓的文化餐桌，组织
开展“同心颂党，共奏华章”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型专题活动、

“永远跟党走”大型知识竞赛、新时代文明实践流动站“十送乡
亲”志愿服务走进镇村等一系列活动，持续加大公共文化产品
和服务供给，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

高安市大力推动高雅艺术、精品文化走入群众之中，丰
群众文化生活。该市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理论宣讲暨党
员送党课下乡志愿服务活动为抓手，先后在石脑、新街、瑞办
等乡镇（街道）的村（社区）进行党史专题宣讲十余场次；充分
利用“理论+采茶戏、扶贫扶志、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的形
式，进行文化送戏下乡专场演出，送戏到乡镇、村组130余场；
创新展览方式，开展“移动博物馆”创建工作，组织开展“送展
进基层”活动10多场次，走进学校、乡村、军营、偏远地区组织
科教主题送展4次；市图书馆还围绕建党100周年开展红色
电影展播、少儿革命影展、馆员妈妈讲红色绘本故事、创意小
课堂红色手工等系列活动，为市民奉上“文化套餐”。

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高安市还不断完善基础服务
设施，新改扩建旅游厕所21座，为群众搭建各类公共文化场
所和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目前已实现全市368个行政村社区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同时加强推进公共文化
数字化，依托微信公众号、网上数字图书馆等数字平台，积极
推送红色题材阅读内容，让广大群众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党
史，让党史学习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杨紫宏）

高安：文化惠民丰富群众生活
关注 农商行

日前，安福农商银行营业部党支部与
银杉白水泥有限公司党支部，通过联合开
展党史学习、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有关活
动，全面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得
知银杉白水泥有限公司想要扩大产能急
需资金，该行及时对企业追加了 500万元
的贷款授信额度，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在银行信贷资金支持下，该公司还进行了
环保技术改造，改造后的新设备每年可以
节约生产成本约50万元。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这些年，授信
额度从 800 万元到 1000 万元再到 1500 万
元，这些资金活水直接推动了公司的发

展。公司效益以每年约 30%的速度递增，
产能已经从每年30万吨增加到45万吨，上
缴利税从每年200万元增加到2600万元。”

当前，安福农商银行积极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为契机，积极开展“党建和业务融
合”。该行抓住党员这一“核心力量”，将经
营管理始终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同频共
振，开创了党建和业务双提升的新局面。

组织推动党建共建活动。通过党建
共建活动，该行还分别与吉安中级人民法
院、明月山林场、安福县交通局、安福县人
社局、洋溪镇塘里村委会、枫田镇南岭村

委会和羊狮幕镇文家村委会等 11家村委
会、企业，以及行政单位联合开展支部活
动，每季开展一次主题活动，密切了客户
的关系，推动了业务的发展。今年以来，
该行共开展了“植树造林”“党史学习”“重
走红军路”等15次共建活动。

安福农商银行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
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
众揪心事、烦心事、操心事，办好重点民生
实事，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
群众的实效。今年以来，该行共开展了金
融夜校、送金融知识入企下乡、非法集资
知识宣传等活动36次，对全县55个村和7

个行政单位开展了“党建+整体授信”“党
建+社保卡激活”活动，新增贷款授信户数
6497户，金额10.16亿元，激活社保卡7283
张，激活率达82%。

为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该行营业部
党支部与安福明月山林场开展支部共建和

“党建+普惠金融”活动，增加了解、增进感
情，并提供信贷资金，支持该林场大力实施
场外造林和森林赎买工程。该行营业部还
深入该林场的各分场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和
整体授信工作，共为该林场135名员工授信
2571万元，让明月山林场驻各林区员工足
不出户就实现金融需求。 （刘 杰）

安福农商银行：推动“党建+金融”为群众办实事

瑞金农商银行认真落实“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
办实事解难题，扎实推进作风转变，强化
责任落实，以严的作风、实的态度推进各
项办实事工作落实。

为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瑞金农商行积极落实普
惠金融试验区及“六稳”“六保”工作要求，
创新信贷产品，优化信贷流程，探索担保
新模式，与赣州市金盛源融资担保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银担“总对总”合作协议，推出

“见贷即保”信贷新产品“百福稳保贷”。

“见贷即保”是赣州市金盛源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对瑞金农商行发放的百
福稳保贷提供担保服务，借款客户无需与
担保公司接洽，由瑞金农商行全程办理。
具有办贷资料简便、落实担保容易、授信
额度较大、融资成本低等特点。

小微企业办理“百福稳保贷”，正常经
营、无不良记录，提供基础资料、完税证明、
银行代发工资流水等相关资料即可办理，
该产品缩短了办贷流程，授信额度个体工
商户原则上控制在100万元以内，企业单笔
最高可授信1000万元，能够满足不同层次

客户的资金需求。该产品年利率低至
4.81%，且可随借随还，当小微企业资金回
笼时，可随时归还贷款，降低融资成本。

江西省佳惠宝实业有限公司是出口
创汇企业，主要业务为生产、加工和销售
玩具、模型、塑料制品等，同时也从事开发
动漫软件业务。“百福稳保贷”推出后，瑞
金农商银行工作人员主动到该公司进行
推介，并邀请企业实际控制人参加产品发
布会。当了解到该公司正需扩大生产规
模，需要流动资金购原材料后，瑞金农商
银行营业部立即为该公司收集资料，仅用

3天时间就完成贷款调查、审查、审批、发
放整个信贷流程。贴心的金融服务和实
惠的产品，让江西省佳惠宝实业有限公司
为瑞金农商行点赞。

类似的例子，在瑞金还有很多。自
2020年4月“百福稳保贷”产品发布以来，
已累计发放 70 户，累放金额 7000 万元。
下一步，瑞金农商银行将继续深入践行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要求，聚焦
解难题、办实事，以实际行动将党史学习
教育落到实处，促进全行各项业务高质
量发展。 （钟莉芳）

瑞金农商银行：把为民办实事融入党史学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