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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将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9 月 16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京东拍卖资产网络竞价平台(网址 https://auc⁃
tion.jd.com/zichan.html/)对德兴市力航铜材线缆有限
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
（一）标的概况
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持有的德兴市力航铜材线缆

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截至 2021年 5月 31日（基准
日），债权总额合计为11,159,663.84元，其中债权本金
3,150,000.00元，利息8,009,663.84元（本次竞价标的具
体信息详见发布的相关内容，最终利息、罚息、复利等
以法院最终裁定、判决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为准）。

二、抵质押情况、保证担保情况、重大事项、竞买
人应具备的条件及注意事项详见公司网站（http://
www.gwamcc.com/）。

三、挂牌价格
起拍价：310 万元，保证金：30 万元，加价幅度：2

万元或其整倍数。保留价：有。请意向购买者自行前
往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京东网拍卖资产网络竞价平
台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四、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具体付款要求详见本公告第六条。
五、竞价方式
本次竞价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活动结

束前，每最后 5 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
至5分钟。

六、竞价保证金及竞价款余款
（一）竞买人应于正式竞价活动结束前在线缴纳

保证金或在正式竞价活动开始前将第三条所述保证
金全额缴至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指定账户【户名：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户机
构：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东湖支行（洪阳支行），账号：

14317201040002455】。竞买未成交的，竞买人需书面
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出退款申请，并载明退款账
户信息（应与缴纳保证金账户一致）。

（二）竞买成功后（若只有一人参加竞价，将补登7
个工作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则确定本
次竞买成功），竞得者应与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在 3
日内签订《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让协议》，同时竞得
者所缴纳的保证金在《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可等额
冲抵为其应支付的履约保证金金额，履约保证金（不
计息）在竞得者未违反《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情况
下，可等额充抵竞得者应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支付
的转让价款。

竞得者应选择一次性付款。剩余竞价成交款应
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 3 日内一次性缴入长城资
产江西分公司账户。如竞得者未按期签订《成交确认
书》《债权转让协议》及支付转让价款的，长城资产江
西分公司有权选择终止交易，已收取的保证金 30 万

元不予退还。
七、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城

资产江西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料。咨询、展示看
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正式竞价前
一日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电话或直
接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现场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女士、程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557、0791-86836711
传真：0791-86836681
通信地址：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晔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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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对德兴市力航铜材线缆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为提高市民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防火安全基本知识，
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发生，连日来，宜黄县消防救援大队“消
防夜校”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城区居民集
中休闲区域 ，为居民送上秋季“安全锦囊”。

活动中，宣讲人员以图文并茂、事故分析、现场说法等方
式普及消防安全基本知识。宣讲员发放宜黄县全民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读本等宣传资料200余份，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
方法和不同类型灭火器的使用范围，播放了近年来全国发生
的多起重大火灾事故的实例视频，并结合日常生活案例介绍
了常见家庭火灾发生的主要原因，以及预防、扑救初期火灾
和火灾逃生的要点等。同时，提醒大家要时刻保持消防通道
畅通，定期对家中的燃气设备和电器线路进行检查更换。宣
讲人员演示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组织群众进行实操演
练，进一步提升自我安全防护技能。活动现场，消防指战员
们还和群众热情交流，耐心解答群众关于消防安全的各类问
题，悉心指导群众使用各类消防器具。

下一步，宜黄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利用“消防夜校”的流动
特点，针对不同领域、不同人群深入开展消防知识集中宣讲
及消防主题活动，推动活动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进校园、
进广场，增强群众的消防安全责任感，提高处置初期火灾和
灭火逃生自救能力，全面提升消防安全管理水平。（袁明华）

宜黄县：“消防夜校”提升防火安全意识

自南昌国资产业经营集团2019年10月对进贤县梅庄镇
井岗村开展定点帮扶以来，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大力推动该
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及构建生态扶贫长效机制，有效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为当地环境保护与乡村振兴全面发展助力。

为有效解决该村产业发展及环境治理问题，该集团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邀请农业公司技术专家到受病虫侵害致荒长
达一年的黄桃基地，积极开展“黄桃树治理”技术帮扶项目。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井岗村的扶贫产业，驻村工作队依托集团
农业公司提供的种苗和技术支持，在该村实施了薄壳山核桃
种植帮扶项目，紧邻黄桃园区种植了10余亩山核桃。

黄桃树治理和山核桃种植项目的成功实施，使井岗村有
了长期稳定的收益。同时，集团建设的大型养殖场及沼气
池，使周边居民不用再伐木生火做饭，且养殖场的粪污经过
无害化处理作为肥料还田，帮助农民利用农田的秸秆作为饲
料供给养殖场，有效避免秸秆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一系列
举措使该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让该村致富的同时也保护
了绿水青山。 （汤 轶）

定点帮扶助力群众增收

沿 323 国道向东北一路前行至杨仙
岭脚下的一处村庄，就是赣州市章贡区
沙河镇罗坑村。罗坑村，曾入选“国家森
林乡村”，这里道路、水利等设施完善，利
于发展旅游产业。当得知罗坑村要打造
特色体育小镇，建设相关基础工程急需
资金时，赣州农商银行及时发放了 150 万
元信用贷款。村干部说：“赣州农商银行
信贷资金投放精准，金融活水的注入为
村集体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目前，
项目进展顺利，到今年 7 月底，村集体已
经有收益 320 万元，预计到年底可以突破
500 万元。”

与此同时，赣州农商银行以全国普惠

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利用点
多面广覆盖度高的优势，积极构建“物理
网点+自助设备+普惠金融服务站”三位一
体的服务渠道体系，切实改善金融服务质
量，以普惠金融业务助力乡村振兴。目
前，赣州农商银行在区域内布放智慧柜台
78台、自助银行设备130台，设立助农服务
站179个、普惠金融服务站135个。手机银
行、聚合支付的有效推广，更使普惠金融
服务范围覆盖乡镇、社区和村组，让农村
地区同享现代金融服务。此外，该行用好

“普惠金融大数据系统”，大力推广“百福
快贷”和小额信用贷款线上化产品，进一
步实现了客户线上申贷、预约授信、自助

用信，有效消除了金融服务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

据了解，赣州农商银行支持传统农业
向旅游农业转变，紧盯新型农业，创新推
出了“农业产业振兴信贷通”“乡村振兴
贷”“百福惠贷”“惠农网贷”“惠农易贷”

“光伏贷”“生猪贷”等一揽子纯信用贷款
产品，不需要抵押和担保，丰富了农户经
营生产融资产品选择，切实解决涉农企业
缺少抵押担保难题。同时，落实主动向实
体经济让利政策，合理下调小微企业贷款
利率，办理小微企业贷款过程中，除向客
户收取贷款利息外，不收取任何附加费
用。今年 1 至 8 月，累计为小微企业节约

融资成本1493万元。
“新建多功能的特色民宿需要很大

一笔钱。多亏赣州农商银行及时给予200
万元的贷款支持，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仙峰谷生态园项目负责人感慨地
说。在赣州，还有许多像仙峰谷生态园这
样的受惠企业。赣州农商银行将信贷资
金的投放向“农旅融合”相关联的家庭农
场、农家乐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量
身定做信贷产品，简化贷款手续及办理流
程，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
题，全力推进乡村振兴。今年 1至 8月，该
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4.30万户，贷款余额
67.95亿元。 （黄 玺）

赣州农商银行：推动“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关注 农商行

“企业最讲究的是效率。近年来，公
司共获得于都农商银行贷款 660 万元，其
中‘财园信贷通’贷款 500 万元，个人信用
贷款160万元。公司业务收入由每年1200
万元发展到每年5000万元，纳税额从每年
100 万元上升到每年 300 万元。”谈起于都
农商银行，赣州天亚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梁海洋不无感慨。

据了解，服装产业是于都县的支柱产
业，该县大多数的服装企业都得到过农商
银行的信贷支持，这些金融活水为当地实
体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近年
来，该行综合考评持续在全省县级农商银

行中名列前茅，多年被评为全省业务发展
优胜单位。

当前，于都县禾丰镇正努力发展农旅
融合项目，打造兰花小镇。花兰小镇投资
方赣州市鑫悦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范家溢说：“于都农商银行经常
主动和我们对接，不断创新信贷产品。目
前，已为公司提供贷款 1000 多万元，还在
不断追加授信额度。我们的项目基地建
在这里，项目还带动了地方基础设施建
设，美化了农村环境，是银企合作共同推
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生动实践。”

于都农商银行努力创新产品，深度开展

扫街、扫园、扫村、扫户“四扫”活动，对金融
需求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并建立客户信息台
账，对有需求的客户及时开展评级授信、发
放贷款。截至今年8月末，已完成客户信息
建档44.1万户，占全县人口数的40.38%，累
计发放“乡村振兴贷”2792笔、金额 2.48亿
元。贷款客户总数达到6.4万户，贷款服务
面为25.7%，实现了涉农贷款持续增长和小
微企业“两增两控”的考核目标。

该行依托省联社“四扫”系统及辖区
普惠金融大数据系统平台，坚持线上和线
下渠道建设同步发力，延伸服务触角，做
到服务跟着客户走，让城乡客户同享现代

金融服务；稳步做好小额信贷线上化推
广，不断提高客户体验、提高办贷效率和
增强风控能力，实现客户“一次都不用跑”
的便民目的。截至今年 8 月底，该行小额
线上信用贷款有效授信客户7807户、金额
9.29亿元。

同时，于都农商银行畅通线下普惠金
融渠道，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截
至今年 8 月底，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站 156
个、“村村通”助农服务站265个，使普惠金
融服务范围覆盖乡镇、村组，实现了普惠
金融服务“村村通”，打通了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胡军伟）

于都农商银行：畅通普惠金融渠道服务当地发展

根据安排，省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进
驻省建材集团、省投资集团。进驻期间（2021年9月6日至
9 月 25 日），在省建材集团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91—
86269183，专门邮政信箱：南昌市0029号信箱；在省投资集
团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91—88867276，专门邮政信箱：
南昌市 0030 号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省第
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受理省建材集团、省投
资集团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事宜。其他不
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公司和有
关部门处理。

省第一、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督察信息公告

崇仁县打破常规宣传模式，聚
焦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时段，
多形式、分层次开展水土保持宣传
活动，助力水保工作做实见效。

在水土流失治理中，该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按照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思路，
因地施策，积极实施水土保持项
目，大力开展流域综合治理，强化
宣传工作。该县在县人民广场开
展 2 次集中宣传，发放宣传单 2000

份，发送印有水土保持口号的小物
品 200 件；组织全县各乡镇分管领
导和水利员进行水土保持科学技
术培训，对开发建设单位业主、施
工单位人员开办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知识和防治技术培训；深入中小
学校开展中小学生水土保持科普
知识教育活动，创建中小学生水土
保持体验基地；举办开发建设项目
水土保持座谈会，邀请开发建设项
目业主参加交流水土保持防治工

作实施经验，提高各业主水土保持
意识。

通过强化水土保持宣传，该县
由被动治理向自觉治理转变，主动
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 162 份，在建
设过程中积极开展水土流失监测，
并上报了水土保持自主验收材料，
全县完成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0平
方公里，违规违法图斑整改160处，
收缴水土保持补偿费100多万元。

（佳 璐 龙 林）

创新宣传 聚焦重点 因地施策
崇仁县强化河湖长制力推水土保持工作见效

该县水利员正该县水利员正三山乡集贸市场三山乡集贸市场
开展水土保持宣传开展水土保持宣传。。 陈胜孙陈胜孙摄摄

我省新增一批5A级和4A级
乡村旅游点

本报讯（记者龚艳平）记者9月8日获悉：省文旅厅近日
开展了 2021 年江西省 5A、4A 级乡村旅游点品牌创建验收工
作，确定了 2021年江西省 5A、4A级乡村旅游点名单。其中，
5A级乡村旅游点6家，4A级乡村旅游点22家。

此次入选的6家5A级乡村旅游点分别是：德安县聂桥镇
宝山村、芦溪县银河镇紫溪村、新余市渝水区良山镇下保村、井
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敖上村、崇仁
县六家桥乡源野生态山庄。入选的22家4A级乡村旅游点分
别是：南昌县浒南原城纪度假村、安义县新民乡绿都生态谷、共
青城市泽泉乡金牛生态园、庐山市海会镇鄱湖湾、湖口县武山
镇一方圣镜旅游区、浮梁县庄湾乡史子园、萍乡市湘东区广寒
寨乡官溪村、新余市仙女湖区凤凰湾度假村、鹰潭市余江区潢
溪镇韬奋小镇、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于都县禾丰镇禾丰兰花
小镇、高安市八景镇礼港村、靖安县雷公尖乡万花谷、婺源县思
口镇西冲村、婺源县许村镇洙坑村、上饶市广信区尊桥乡白眉
茶谷、上饶市信州区朝阳镇西园生态园、吉安县敦厚镇大丰田
园、泰和县苑前镇心心向农生态观光园、遂川县泉江镇湖溪休
闲农庄、南丰县太源乡隆汐湾生态乐园、南城县株良镇唐园。

南昌县修水县入选
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

本报讯（记者齐美煜）9月9日，记者从省科协获悉，中国
科协近日发布 2021-2025 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
区）名单，南昌县、修水县入选，示范期为5年。

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将推进新时代基层科普工作模
式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基层科普公共服务能力，加强科学精
神、科学方法和科学家精神在县域的宣传，着力构建以县域为
重点，街道乡镇和村、社区为主阵地的科普体系，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基础支撑，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本报樟树讯（记者邹海斌 通讯员向斌）近日，在第六
届“创客中国”江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宜春区域赛
中，樟树市司太立制药、金虎集团、光正公司、远洋集团 4
家企业的钆贝葡胺研发、银行专用智能保管箱和抗菌防霉
档案柜等参赛项目分别获奖，展现了强劲的创新活力。该
市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内外兼修齐发
力，为工业经济积聚转型发展新动能。1至7月，全市规上
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 17.2%；完成营业收入
367.77亿元，同比增长32.3%；实现利润总额37.64亿元，同
比增长45.14%。

樟树市坚定不移地走“产业兴市、工业强市”发展之路，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先后出台机器智能化应用推广实
施意见、人才引进“新五条”等强企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在升
级生产装备、推动技改项目、引进高端紧缺人才等方面加大

投入，增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2017年以来，该市为企业
机器智能化应用项目累计兑现补贴5000多万元，惠及企业
115家，带动企业配套资金投入 9.1亿元。同时，鼓励仁和
集团、金虎集团、远大公司等10余家重点企业成功申报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和全省管理创新示范
企业，培育产业链上的创新“小巨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引导，企业发力，厚植转型发展优势。近年来，该
市企业纷纷通过科技、人才、品牌等全方位的创新，不断提
升工业经济质量效益。工埠机械与中国工程院等科研机
构合作，投入近2亿元研制低转速、大扭矩的GBM新型驱
动装置，颠覆了80多年来世界起重机行业固有传动模式，
入选“中国工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金虎集
团依托“中国名牌产品”的品牌效益，将物联网、现代控制
和智能软件等技术运用到传统产品中，研发的“互联网+

GPS定位”防火防盗保险柜、智能物证管理系统、智能寄存
柜等高端产品深受市场青睐，逐步成为国内金属家具行业
领军企业。今年以来，该市有8家企业10项新产品通过省
级新产品评审，其中7项获评省级优秀新产品。

科技赋能工业，好环境催生发展新动力。樟树围绕打
造“全省营商环境一等市”和“全省政务服务一等市”的工
作目标，创新推出企业诉求一体化办结机制，通过多元化
收集企业诉求、节点化明确办理时限、闭环化落实办理结
果，倾情为企业纾困解难办实事。逸城逸家是一家新落户
的外贸企业，先后遇到供电、供水、网络不稳的问题。项目
网格员积极协调，很快完成变压器安装，5天内开设网络专
线，10天内解决了供水问题，一个个发展难题迎刃而解。1
至 7月，该市共收集企业诉求 63个，全部在规定时间内办
结，企业满意率达96.8%。

创新技术强筋骨 创优环境促升级

樟树工业转型发展动力澎湃

9月8日，在西湖区灌婴路老旧燃气管网改造施工现场，南
昌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工人正在安装新的燃气管道。据悉，改
造施工将于9月底全面完工，沿线5万余市民受益。 蔡铖歌摄

9月7日清晨，南
昌市梅岭国家森林
公园内，大山雀（下）
和红头长尾山雀在
林间觅食。当日是
农历白露，鸟类忙着
为冬季储存食物，连
小型鸟儿也开始发
福，成了这个季节林
中的萌宠。
本报记者 涂序理摄

白露到
山雀“萌”

永丰多措并举化解信访矛盾
本报永丰讯（记者李歆）“太感谢你们了，我们的工资

拿到手了。”近日，在永丰县务工的外地农民工杨世武向该
县信访局同志表达谢意。今年年初，他与同伴分包了永丰
县沙溪林场杉木加工劳务，工程结束后，工程款却迟迟未结
算。他们向县信访局反映后，该局工作人员主动下访到责
任单位协调，短短两天就让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近年来，永丰县在矛盾纠纷化解中补短板、练内功，
完善化解矛盾纠纷各项机制体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
访，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为方便群众反
映诉求，该县实行开门接访、主动约访、干部下访，确保每
天有一名县级领导和部门主要领导到信访局接待群众来
访。对当前不稳定隐患进行全面排查，梳理重点信访问
题，实行县级领导包案，明确具体责任单位。对群众多年
来访反映的重复信访问题，该县配备工作专班，“一事一
议”加大解决力度，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
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
法的依法处理，直至案结事了、息访息诉。1至 8月，该县
矛盾纠纷联合化解中心共化解矛盾纠纷 120 件。全县已
连续两年获评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连续五年获评全
省信访工作“三无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