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都快急死了，库房里的铝合金快
用完了，银行因为没有抵押不放贷，这没
钱怎么进货啊？”南昌敏腾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胡先生的妻子焦急地问。“别急，等
到明天，我们就能解决问题！”胡先生故
作神秘地答复妻子。

9 月 25 日，胡先生为妻子和小孩做
好早餐后，急忙拿出手机登录建设银
行“惠懂你”APP，手指在屏幕上点击
了几下，一笔 26 万元的“收支流水云
贷”立马到账，随后他用这笔贷款支付
了供应商的材料款，整个过程只花费
了 5 分钟。

“贷款利率优惠，方便快捷，随借
随还。”胡先生介绍道，“关键是不要抵

押担保，只要有一定的银行流水就可
以申请。”

南昌敏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是一家从事室内铝合金门窗加
工、装饰装修的小微企业。夫妻俩老实
本分、吃苦耐劳、信用良好，早些年有一
家自己的门店，如今在南昌市郊区开了
一家厂房，随着生意越做越大，资金周转
成了夫妻俩最大的烦恼。

“胡先生夫妻俩是我行的优质客户，
每个月的收支流水都不小，个人信用和
公司信用都非常好。我们新推出的‘收
支流水云贷’正适合他们这种优质的小
微企业。”建设银行南昌市分行营业室的
客户经理杨丽得知新产品的消息后第一

时间就告知了他。
产品上线运行当天，全省建行的投

放金额突破亿元，新增授信户数 578户，
授信金额1.89亿元，支用1.13亿元，得到
了众多客户的高度认可。

“为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我们依
托人行南昌中心支行的企业收支流水大
数据征信平台，借助金融科技和大数据
技术，创新推出了‘收支流水云贷’产
品。”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普惠金融部负
责人郑鹰介绍，“企业可以依据经营流水
数据申请贷款，不需要抵押担保，全流程
在手机上操作，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门
槛，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小微企业提供了
有力抓手。”

“每当我遇到难题，建行总有办法
来帮助。今天，建行再一次帮我解决了
问题！”胡先生妻子高兴地在朋友圈里
分享。

“收支流水云贷”是建设银行江西省
分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依托
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应用，广泛搭建赋能
平台，打通“信息孤岛”，将企业的生产经
营信息转变为可量化的信贷数据，引金
融活水灌溉实体经济，有效触达实体经
济的薄弱环节和神经末梢，在缓解小微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方面发挥了
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余翰辰）

建行江西省分行全力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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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通过阿里司法拍卖平台获悉，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12日10时起至13日10时止，对南昌银志纺
织服装城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南昌民营
科技园区内的10宗共逾1200亩土地使用权
及地上房产进行公开拍卖。该拍卖标的物
位于南昌市青山湖区临江商务区内，地块
规模较大、区位优势明显，引发业内外较大
关注。从南昌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目前，
该地块仍有历史遗留问题待解决，且同时
消息披露存在遗漏，竞买人应审慎参与，理
性投资。

2001年，南昌市青山湖区招商引资企业
——南昌银志纺织服装城实业有限公司，通
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南昌民营科技园区内
以工业用途为主的约1256亩土地用于建设
南昌银志服装城项目。截至目前，该项目实
际开发利用土地面积约500亩，已建成19栋
标准厂房和6栋职工公寓楼及配套设施，总
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剩余约700亩土地
一直未开发建设，处于闲置状态。

原南昌民营科技园管委会与南昌银志
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协议》，明
确约定土地用途以工业用途为主，建筑容积
率为 0.8至 1.2。根据原南昌民营科技园管
委会与南昌银志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有
偿出让协议》约定：该宗地不得进行房地产
开发；另外，南昌银志公司当年申请办理土
地证时相关材料也显示：该住宅用地只为解
决该公司职工实际住房需求，绝对不会用于
商品房开发。因此，该标的物地块原本主要
以工业用途开发为主，其中481亩住宅及配
套设施用地和140亩办公楼综合用地，虽证
载用途为住宅及配套设施用地、办公楼综合
用地，但是其实质均为工业配套设施用地，
地块不得进行房地产开发。

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块所在区域已
不再适宜进行工业用途开发，目前该地块
所在区域的城市规划已按法定程序进行了
调整。但根据南昌市土地、规划管理政策，
工业用地等非经营性用地如因规划调整变
更为以商品住宅为主的房地产开发用地
的，须由政府依法收回后重新公开出让。
因此，无论是该标的物地块现在的土地使
用权人，还是下一步可能通过司法拍卖竞
得该标的物的竞得人，都不能直接按照新
控规对该地块进行开发建设，此次拍出的
土地使用权人（包括通过司法处置等二级
市场取得上述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人）未经
批准，不得在地块上改建、扩建、新建任何
建筑物。地块须由政府依法收回后重新公
开出让，届时如原土地使用权人有意向，可
以参与土地公开竞买。

据了解，青山湖区人民政府已分别向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和长城资产公司
去函告知相关重要信息，希望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在拍卖公告中补充披露相关
信息，要求长城资产公司在他们的资产推
介平台撤下相关不实信息。 （熊凤玲）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大力宣传推广生态环境
保护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典
型，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和绿色发展，以“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为主题的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
评选表彰工作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
正式启动。

经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秘书处
资格审查、专家组初审和评委会第
一次评审，入围候选名单现已产
生。根据《中华环境奖评选与奖励
办法》规定，现将入围候选者—江

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事迹向社会
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在公示期内，社会各界可以通
过信件、电子邮件等渠道向组委会
秘书处反馈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人：刘宇盈 魏雪静
电 话：010-67112884
电子邮箱：liuyuying@cepf.org.cn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

内大街16号环境大厦719室
邮 编：100062

中华环境奖组委会秘书处

第十一届中华环境奖入围候选单位/个人——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事迹公示
企业环保类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推荐单位：江西省生态环境厅、江西省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江西省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从规划设
计之初，遵循“天人合一、自然如是”的理念，摒弃一
马平川的工厂建设模式，最大限度保护原生态。

1.理念创新，建设绿色工厂典范。生产
基地建设坚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厂
区呈现出水里有鱼、水面有鹬、草丛有兔、
林中有獐、空中有鹭的生动画卷，成为人与
动物友好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
工厂典范。

2.科技创新，打造绿色制造标杆。坚持
以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先后获批国家高
效节能降耗制药设备重点实验室、国家节能
标准化示范项目、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中
药制剂节能标准分中心、省节能减排科技创
新示范企业等。公司节能环保方向省重点
科研项目获省科技进步奖，已成功研制两项
节能领域地方标准。

3.管理创新，实现发展保护双赢。公司
创立节能减排“江中441工作法”，将清洁生
产方法融入管理，实现绿色制造。“十三五”
期间，公司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下降 18%，处
于制药行业领先水平，实现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的双赢。

█ 农行深耕普惠金融 输送金融活水系列之三

“多亏了农行的及时雨，现在我们店
扩大了，产品品种也更多了，生意也越来
越好了。农行贷款利率低、放款快，真正
为我们老百姓办实事。”拿到店面扩张急
需信贷资金的赣州华东商贸城粮油批发
铺老板彭石林感叹道。

彭石林打小就跟着父母经营着粮油
批发生意，本着诚信为本的原则，粮油批
发生意越做越红火。2021年初，因店里
业务拓展，彭石林打算扩大经营规模，但
由于供销两端收付周期不匹配，流动资
金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想要扩大经营
着实困难。就在他为筹集资金一筹莫展

之际，正巧遇上来商贸城开展产品宣讲
的农行工作人员。

在农行工作人员的介绍下，他了解到
农行章贡支行为推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
更好地满足个私业主融资需求，创新开办
了面向华东商贸城商户的特色预授信业
务“助业快 e贷”，而且这款产品免担保、
无抵押、利率低。在农行客户经理的帮助
下，不到一个星期彭石林就申请到了100
万元的贷款，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自赣州获批建设国家级普
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后，农行江西赣州分
行紧紧抓住普惠金改先行先试机遇，坚

持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全力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增量、扩面、降
本、提质”，不断增强金融普惠性，提升金
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把金融“及时雨”
带给广大实体经营者。

与彭石林一样受益于当地农行普惠
金融服务的还有在华东商贸城果蔬经营
区从事蔬菜批发的郭飞。由于疫情影
响，他的蔬菜批发生意回款越来越慢，常
常要到年底才能收回货款，导致他资金
周转出现困难。农行客户经理在了解情
况后，经过实地调查，向他介绍了农行普
惠金融信贷政策，为他发放“果蔬e贷”30

万元，为他送去“及时雨”。“我们做蔬菜
批发利润微薄，如果贷款利率高就不划
算，农行服务好，利率低，真的要为农行
点赞。”郭飞如是说。

据悉，截至今年7月末，农行江西赣州
分行普惠贷款客户数达2.81万户，贷款余
额达106.10亿元。下一步，农行江西赣州
分行将继续围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数字
金融三大服务方向，借三年普惠金改之机，
尽全力解决经营实体“融资难、融资贵、融
资慢”问题，为争做普惠市场客户体验感最
强银行奋力前行，以更高站位和更高标准
书写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篇章。 （梁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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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均由vivo提供）

他们像小说里的武林高手，深藏于市井小巷，但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着热爱生活、拥抱生活的积极态度。他们有豫章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沈哲、沈玉谋，江西赣菜大师涂国华，豫章绣第八代传承人余正连、周南英，江西

第六批援鄂医疗队员南昌大学二附院急诊科梅舒翀，陶瓷雕刻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占彬，贵溪錾铜雕刻技艺传承人黄俊军……

用影像记录时代发展，随时光见证城市变化，蔡司影像品阅时光温度。本次

活动特别策划《江西城市影像记》，历时 15天，全程用 vivo X70 Pro+记录 6组人

物，6个不一样的故事。

20102010年年，“，“豫章绣豫章绣””二位传承人余正连二位传承人余正连、、周南英为了周南英为了传承豫章绣技艺传承豫章绣技艺，，成成
立了立了《《江西豫章赣绣坊江西豫章赣绣坊》。》。

非遗贵溪錾铜雕刻技艺传承人黄俊军专业从事传统手工金属雕刻非遗贵溪錾铜雕刻技艺传承人黄俊军专业从事传统手工金属雕刻3131
年年，，一生专注在铜上一生专注在铜上““作画作画”。”。

江西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江西赣菜江西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江西赣菜大师涂国华正在烹饪赣菜辣椒炒肉大师涂国华正在烹饪赣菜辣椒炒肉。。

相隔两地相隔两地，，同为医护人员的妻子杨晓燕在疫情期间为援同为医护人员的妻子杨晓燕在疫情期间为援
鄂的丈夫梅舒翀画了许多抗疫漫画鄂的丈夫梅舒翀画了许多抗疫漫画。。

豫章剪纸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沈哲正在与父亲沈玉谋交流剪纸技巧豫章剪纸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沈哲正在与父亲沈玉谋交流剪纸技巧。。

最爱江西，这里的人勇敢坚定且热爱生活
6组人物，6组背后的故事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雕刻技艺传承人占彬正在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