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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县立足本地红色文化资源优势，
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党史学习
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在学党史中坚定信仰，在为
民办实事中践行初心，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用好红色资源，创新学习载体。该县
坚持县四套领导班子带头，组织全县各部
门单位广大党员干部到高虎脑红军烈士
纪念碑、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昌龙溪
段）、红色群雕园等地，瞻仰革命遗址旧址
等，开展红色教育实践活动和红色文化研
学活动，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目前，
该县各红色教育基地已接待各地党员干
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达3万人次。同
时，采取理论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上
专题党课、组织专题培训和专题宣讲、开

展党史知识竞赛等多种方式，不断丰富党
史学习教育形式；深入挖掘本地红色文化
资源，整理出一批红色故事，推出红色电
影、戏曲节目，录制MV，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感染力；通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校
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推动
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党史学习教育全
覆盖；积极组建红色讲师团、上好党史课
程、举办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学生
学党史、听党话、跟党走，厚植爱党爱国情
怀，使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提升服务意识，为民排忧解难。该县
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实践课堂，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和党员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发扬苏区干部

好作风，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意识，积极
主动深入基层一线、广大群众开展走访调
研，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了解民生需求。
同时，组织各单位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立足本职岗位和行业实际，聚焦群众反映
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和民生历史遗留问
题等，精准施策，科学制定“我为群众办实
事”任务清单，建立健全任务、承诺、成效

“三张清单”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人、时间
表、路线图；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当前工作、
群众需求紧密结合，围绕主动参与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城市建设发展、保
障基本民生、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便民利
民、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等各个方面广泛开展为民办实事行动，用
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排忧解
难促发展，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办
实事、开新局的动力。截至目前，该县党
员干部共制定任务清单 5300 多个，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达上万人次，
解决民生困难问题1万多个，进一步密切
了党群干群关系，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曾恒贵 何佳璎）

为民办实事 暖心更聚力
广昌县用好红色资源提升服务水平

广昌县第二小学开展党史知
识进校园活动 曾恒贵摄

《新参考文摘》报（国内统一出版物

号：CN36-0033）和《报刊精萃》杂志（国

内统一出版物号：CN36-1275/Z）由江西

日报社主管主办，现与江西新闻客户端

融为一体，由江报融媒体传播有限公司

运营。《新参考文摘》报和《报刊精萃》杂

志为文摘类报刊，均面向全国发行，始终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弘扬主旋律，传

播正能量为己任，积极服务社会，丰富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受读者喜爱。

为拓展《新参考文摘》报（周四版）和

《报刊精萃》杂志的经营业务，现诚邀有实

力、有意向的代理公司与我们共创共赢，开

拓区域（江西省各设区市、省外）、行业等多

方面的代理经营（发行、广告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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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参考文摘》报与《报刊精萃》杂志诚招经营代理商

近年来，鹰潭市余江区坚持每月第一个星期五为全区河
湖长活动日，建立了河湖长活动日巡查制度，由总河湖长、副
总河湖长带头巡河巡湖，区、乡、村三级河湖长协同开展河湖
进行巡查、调度，解决实际问题，做到了解情况在一线、检查
督促在一线、协调处理在一线、攻坚克难在一线。

据了解，该区共调整明确了境内17条河流、2座人工湖
泊、156座小（二）型以上水库、灌区干渠的区、乡、村三级河
长，由区四套班子领导任区级河长，衔接区级领导挂点乡
（镇、场），明确了区级河湖长12人、乡（镇）级河湖长158人、
村级河湖长277人、巡查员或专管员345人、保洁员345人，覆
盖率达100%。截至目前，该区区级河湖长累计巡河巡湖400
余次，乡、村级河湖长巡河巡湖56000余次，巡查、调度、解决
了影响水环境的问题380余个。 （朱鹏芳）

余江区三级河长联动保河湖清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规定，现对下列逾期债务予以公告催收，请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立即向我行履行偿还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信用卡透支的义务（详见下表 单位：元）,若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否则我行将依法追偿。本公告催收清单为截至2021年8月31日的本金余额(只欠利息的余款)，利息、罚息、复利按
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丰支行债权催收公告

借款人

付伟东

郭基裕

黄华贵

黄集珠

黄善辉

兰善标

李洪源

结欠贷款本金

50000

9000

46000

20000

13000

30000

4560

借款人

王荣生

吴启鹏

肖家荣

幸金花

许春明

叶翰贵

袁华

结欠贷款本金

30000

500

25000

24061.3

20000

47500

44000

借款人

黄德溶

黄小英

张文赞

钟学芳

张声利

曹军军

刘章华

结欠贷款本金

48603.14

249400

248317.68

299999.84

39962.98

6657.16

9591.90

借款人

谢苗苗

曾祥发

刘玉兰

罗小钢

黄会强

赖东平

邹用林

结欠贷款本金

19121.78

6958.07

3991.53

9307.59

11960.29

5936.01

8370.78
特此公告。本公告一经刊登，即视同已向上述债务人、担保人以及他们相应的清算主体、债务承继主体主张

权利。联系电话：0797-3311292 通信地址：江西省信丰县嘉定镇阳明中路87号 邮编：341600

借款人

李鹏

廖能

林小玲

刘建农

刘祥英

牛汝光

牛汝青

邱万华

结欠贷款
本金

63000

55540

20000

78930

12432

8493.29

40000

87000

借款人

袁景昌

曾庆春

曾宪有

张芳丁

张启民

朱俊权

幸建平

曹小燕

结欠贷款
本金

70000

70000

40000

93000

17000

20300

914335.28

250840.87

借款人

刘维

郭东财

赖太玉

黄东荣

赖义明

刘正青

李卫国

周凌宇

结欠贷款
本金

8879.19

4654.19

3867.37

16331.96

10128.90

16738.58

3767.70

4888.40

借款人

龙舌轧钢厂

信丰陶瓷阀厂

信丰县被服厂

信丰县大阿镇官洞坑村

信丰县龙井水电站

信丰县退伍军人服务部

赣南兴龙陶瓷阀
有限公司

信丰县兴达活性炭有限
公司

结欠贷款
本金

140000

45000

88000

30000

85000

31400

75000

3097735.79

本报新干讯（记者杨建智 通讯员彭建新）近日，由江
西省红熙牧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江西分公司签订的生猪期货价格电子保单打印出炉，
标志着新干县首例生猪“保险+期货”创新型农业保险产
品正式落地生效。红熙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小燕说：

“保单的签订，意味着栏里的417头生猪既不愁销路，也不
怕价格下跌，算是有了‘双保险’。”

今年1月8日，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成功上市，
为国内生猪“稳价”“保供”提供了新的金融手段。新干是
生猪调出大县，每年出栏生猪100万头以上。为建立健全

农业保障体系，该县积极引入金融衍生品，帮助养殖户有
效规避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根据约定，生猪养殖户与保
险公司签订生猪期货价格保单后，保险公司承担价格保险
赔偿责任，期货公司承担价格风险对冲责任。若遇生猪价
格下跌，保险公司将赔付差价，以保障生猪养殖户收益。

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干支公司负责人郭
建春介绍，该公司与期货机构共同开展的政策性生猪期货
价格保险已签约7单，共有7家养殖公司投保，总保险金额
1072.59万元。按照《新干县生猪价格“保险+期货”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红熙牧业公司首次投保生猪417头，保险金

额78.4万元，保费4.82万元，公司只需缴纳保费的30%，其
余部分由县政府补贴 20%、期货公司出资 50%。江西顺源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目前新干县投保生猪最多的养殖企
业，共投保生猪 1391头，保险金额 261.5万元。公司负责
人邓菊生告诉记者：“有‘保险+期货’护航，心里更踏实
了，明年我要继续扩大生产。”

新干县普惠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张思如表示，该县将
进一步推进金融创新，持续深入开展“农民收入保障计划”
和“企业风险管理计划”的试点项目，以更好的金融工具助
力乡村振兴，构建覆盖全县的特色农业生产保障体系。

农业金融创新助力养殖“旱涝保收”

新干“保险+期货”为生猪保“价”护航

股份合作种菜

崇仁菜农抱团发展
本报崇仁讯（通讯员崔伟群、熊仁华）在外种菜多年的崇

仁人曾仉林心动于家乡蔬菜产业发展，返乡在六家桥乡蔬菜
基地建了200个蔬菜大棚种菜。在外多年从事蔬菜销售的崇
仁人吴彦，觉得家乡的蔬菜比外地蔬菜质量更好，由此两人合
作，一人包种，一人包销，股份各占50%。时下，崇仁县一些菜
农打破传统，成为新型“股份农民”，他们创办股份合作蔬菜基
地，蔬菜种植产销两旺。目前，该县像这样股份合作种菜的农
民不下500人。

蔬菜是崇仁县的传统产业，以往当地菜农大多自产自销，
而在全国各地，崇仁县却有一支近 3 万人的种菜大军和近
2000人的蔬菜销售大军。如何利用好这些人在家乡发展蔬
菜产业助力乡村振兴，该县多措并举交出高分答卷。

据悉，崇仁县财政每年安排 1000万元专项资金，从蔬菜
育苗、种植销售、生态大棚搭建等方面给予奖补政策扶持，引
导崇仁农商银行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种植面积超过50亩大棚
或 100亩露地蔬菜的种植户贷款时，可享受政府贴息 50%的
政策。由此，菜农纷纷返乡，或以资金、或以技术、或以资源等
方式，各自分工创办股份合作制蔬菜基地，抱团发展。此外，
销售人员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批发市场设立直销窗口，开
通电商平台、手机 APP 销售平台，采取“线上销售”“定点配
送”“订单销售”等营销模式，全力拓宽市场营销渠道。

一个种粮大户的土地情结
本报记者 钟珊珊

8月 17日，南昌县黄马乡冯家村，一阵短暂小雨过后，热
浪渐退，天气变得凉爽。廖有水来到一片整齐的稻田中查看
水稻长势，这是他每天的固定日程。看到自己今年开荒新种
的100亩稻田都已抽穗，他的嘴角不经意间露出了笑意。

今年52岁的廖有水中等个头、皮肤黝黑、话语不多，是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20多年前，当不少农村人开始抛荒田地到城里
打拼时，他却放弃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回到家乡种粮。如
今，他种植的水稻面积近600亩，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

上世纪 90 年代，从部队退役的廖有水在城里跑货物运
输，虽然辛苦，但收入不错，一年下来，他攒下了3万元。1995
年，当他带着“第一桶金”回到村里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
现村里大片的山地荒着，觉得可惜。于是，他决定响应政府号
召，在山上开荒种果树。说干就干，他在开垦出来的山地上种
上了桃子、柿子等果树，可由于品种、气候等原因，收成并不
好。后来他又尝试种蔬菜、甜瓜和西瓜，虽然收益不错，但是
人力成本太高，还经常请不到工人。经过一番调整，廖有水开
始一门心思种水稻。

刚开始，廖有水种的水稻面积并不大，后来，他看到村里
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一丘丘田地被抛荒，田中长满杂
草，心里不是滋味。他说：“土地是咱农民的命根子，撂了土
地，农民就没了生存的依靠……”于是，他开始把村民闲置的
土地流转过来，80亩、120亩、200亩、300亩……他下决心要让
这些土地重现生机。

从此，廖有水的作息变得十分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他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花在了田地里，逐步形成了一定的
规模，他开始购买农机、租用设备，实行机械化作业，还把周边
的留守劳动力吸纳过来打工，由此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增
加了村民的收入。

在农村，很多人不愿意种早稻，因为早稻产量低、效益
低。而廖有水却是大家眼中的一个“另类”。今年上半年，还
没等村干部上门动员村民参与早稻种植，廖有水早已在田里
进行翻耕，准备把几百亩地全部种上早稻。廖有水认准的事，
就一定会坚持去做。

和农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廖有水，对养活了一家老小
的土地始终怀有敬畏之心，见不得土地撂荒。“种粮不能保证
年年赚，但是不会一直亏。”这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务农
经”。今年，在廖有水的带动下，不少村民也陆续种上了早稻。

看到一块块抛荒地变回了良田，廖有水了却了心愿，也看
到了希望。

▲8 月 20 日，樟树市黄土岗镇横坑村村民在采挖莲
藕。黄土岗镇2000余亩荷塘种植的莲藕迎来丰收，当地
农民紧抓农时抢收上市。 特约通讯员 周 亮摄

◀ 8 月 18
日，游客在分宜
县凤阳镇礼堂
村特色产业基
地采摘水果。
该基地建有120
亩百香果、八月
瓜、猕猴桃，20
多名农民实现
就近就业。

特约通讯员
黄传庚摄

8 月 22
日，宜遂高
速 公 路 安
福 县 章 庄
标段，工人
正 在 焊 接
桥 梁 墩 柱
钢 圈 。 宜
遂 高 速 公
路 总 里 程
约 194.5 公
里，2020 年
6月30日开
工以来，建
设 者 科 学
施工，连续
作战，各标
段 施 工 正
有序推进。
特约通讯员
刘丽强摄

科
学
施
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