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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乐安县发挥国土面积大、
生态环境好、小气候特征强的独特优
势，以建设现代农业精品县为目标，大
力引进现代农业项目以及新的种植品
种和种植模式，培育一批知名农业品
牌、龙头企业和特色基地，现代农业发
展呈现喜人局面。

“原来我们这地里还能长出这么多
的稀奇东西！”南村乡望下村乐昌生态
采摘园内，当地人难得一见的冬枣、火
龙果等新品种作物长势喜人，不时引来
村民好奇的目光。乐昌生态采摘园是
该县引进的一个总投资 2000 万元的休
闲观光农业项目，也是该县依托良好的
生态优势和多项政策叠加的优势，大力
引进现代农业项目发展现代农业的一

个缩影。仅去年，该县先后引进了投资
6亿元的贵澳大数据农旅项目、投资 10
亿元的广明中药材种植加工项目、投资
1.2亿元的绿能生态科技项目、总投资4
亿元的蔬菜科技示范园等一批现代农
业项目。

“如果没有绿能良好的服务作保
障，我想也不敢想自己一个人可以种
500多亩水稻。”张健生是乐安县绿能生
态农业科技产业园绿能 4队社员，从外
出务工人员到一位职业农民，绿能的种
植模式和现代化种植理念，让他十分感
慨。乐安绿能，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全
国种粮大户凌继河在乐安县设立的公
司，今年采取供销“大绿能”托起“小绿
能”的方式，在公溪、龚坊等 6个乡镇托

管（含流转）1 万多亩土地，种植“脱贫
稻”。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该
县还积极关注和跟踪国内现代农业发
展趋势，努力探索发展设施农业、品质
农业、观光农业和大数据农业。同时，
大力引进农业方面的高素质人才返乡
发展现代农业，涌现出了“种瓜”硕士、
种植中草药的学士、大学生“羊倌”等现
代农业创业典型，为该县现代农业发展
增添了新动力、新气象。

为更好服务现代农业项目发展，去
年，该县专门成立了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并由县财政出资组建了乐
安县农业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全县绿色
生态农业工程、设施农业工程、智慧农
业工程、休闲观光农业工程、体验农业

工程、现代农业标准化基础设施工程及
与农业相关的土地资源综合开发等工
程建设、投资管理、设计咨询和中介服
务。同时，该县按照“高产、高效、生态、
安全”的目标和要求，切实加强农业新
技术、新品种的引进、转化和推广，并出
台系列优惠政策，鼓励现代农业企业实
施品牌战略，培育申报省级著名商标、
名牌农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目前，该
县拥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家，农民专业合作社900多家，拥有1
枚中国驰名商标、4 枚省级著名商标、2
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7 个农产品通过
绿色食品认证，28个农产品通过无公害
食品认证。

（曾文才 蔡昱彬）

乐安现代农业发展方兴未艾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
此公告。

本次拟处置的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共四户，债务人均位于南昌地区，截至2018
年 6月 11日，债权本金合计 107800000元，利息 64824630.26元，本息合计 172624630.26元，金额单位
人民币，具体分户情况如下：

上述债权资产可单户处置，也可根据情况打包处置，债权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

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
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联系人：宋先生 联系电话：0791-87703152 邮件地址：songxi@coamc.com.cn
通讯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1402号浦发大厦14层 邮编：330038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91-87703126 (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江西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电话：0791-8682188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电话：0791-86766790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18年6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关于江西国贸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序号

1

2

合计

债务人

江西国贸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省振兴物
资有限公司

本金（元）

70,000,000.00

37,800,000.00

107,800,000.00

利息（元）

41,063,323.66

23,761,306.60

6,4824,630.26

担保情况
南昌市八一大道357号财富广场首层
744.16㎡商铺提供抵押担保，江西龙鑫物
资有限公司、江西四通实业有限公司、姚小
军、胡小兰、姜丽提供保证担保
江西国贸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江西龙鑫物
资有限公司、江西友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丰城市锦鸿汽车服务城发展有限公司、胡
小辉、姚小军提供保证担保

资产状况

执行中

执行中

2017年4月23日，对于赣州市南康区物流产业来
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江西省对接“陆
上丝绸之路经济带”首趟进口中欧班列开通，班列从
俄罗斯坎斯巴扎伊哈站出发，成功驶进赣州港。

一年来，赣州港相继开行中欧（亚）进出口班列，
常态化运行至成都、海南、昆明等地的内贸班列。随
着京东、顺丰、三通一达等国内一流物流企业成功落
户，顺丰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工作启动，赣州港的国
内一流陆港框架初步形成，南康区物流产业逐步跨入

“海陆空”立体化开放大通道时代。

降本增效 畅通多式联运大通道

在河南郑州召开的全国多式联运现场推进会上，
赣州港“一带一路”多式联运示范工程被批准为“全国
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该项目成为我省唯
一一个获批的全国多式联运示范工程项目，为赣州港
再添一个“国字号”重要平台。赣州港“一带一路”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从启动申报到获得批准，只用了半年
多时间。目前，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木材从赣州
港进来，并辐射到了周边10个省份，南康家具从赣州
港发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多式联
运示范效果日益凸显。

多式联运的物流运行模式，给企业带来通关速度

的提高和物流成本的降低。“仅去年一年，我公司获得
的直接经济效益就超过 1000万元。”江西汇明生态家
居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曾瑞明说，以前公司产品出口
要到南昌和广东送检，还要到深圳盐田港调空集装
箱。赣州港建成运营后，不用再从别处调运集装箱，
在家门口就能完成所有报检报关手续，企业成本大大
降低。

抢占“空”路 无人机成行业新风口

日前，大型纪录片《创新中国》的开播，引爆了一
个话题。该纪录片第一集《信息》中用十几分钟的大
篇幅，讲述了顺丰集团在南康区开启的全国首个无人
机物流试点，“南康区与顺丰携手发力，物流无人机成
全国创新典型”引发大众热议。

作为中国民用航空局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对口
支援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受援地，早在去年 6 月，
南康区就启动了顺丰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工作，该
区试点空域 755 平方公里，覆盖 9 个乡镇，辐射约 30
万人口，已规划勘察运营航线 60 条，实际运营航线
4 条。

今年3月27日，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管理局向
顺丰旗下江西丰羽顺途科技有限公司颁发了国内首
张无人机航空运营（试点）许可证，允许该公司在试点

区域正式进行商业化运营，这既是对无人机拓展应用
领域的一次创新，也是传统航空货运与无人机新业态
的一次融合。顺丰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无人机物流
商业运营的合法化，是通往智慧物流时代的里程碑。
顺丰将持续建设物流无人机覆盖网络，依托顺丰现有
的资源，在非人口密集、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扩大物
流配送范围，提升物流服务时效，从而提升顺丰的整
体服务能力。

百亿项目 构筑产业发展“高能矩阵”

日前，在赣州国际港站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工程
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施工中。据悉，该项目占地 100
亩，总投资3.8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不断完善赣州港
综合性功能，将赣州港打造成为集通关、检验检疫、仓
储、物流、监管仓金融、加工、综合保税为一体的产业
聚集区。

高质量的项目，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底”。据
了解，总投资额达 120 亿元的赣州国际港站二期工
程、申通（赣州港）家具转运中心、龙泰安食品链加工
产业园、尚佑保税区、爱康慧谷物流中心、南康智慧物
流园、南康桥口家具物流园等一大批覆盖全产业链的
高能项目集聚，形成了产业发展的“矩阵”，从而推动
物流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以港为媒牵手“海陆空”
——赣州市南康区推动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宛容 本报记者 唐 燕

在贵溪市花园街道花园村的古
丽饰品厂，每天都有上百名附近村民
在这里做饰品加工的活儿，其中大部
分是当地留守妇女、老人，还有精准
扶贫对象十多人。如今，在贵溪市，
像古丽饰品厂这样的来料加工点就有
127 个，带动当地 3500 多名妇女家门口
就业。

近年来，贵溪市委、市政府因势利
导，积极鼓励当地农村妇女大力发展来
料加工业。遍布城乡的来料加工点、简
单易学的手工活儿，不仅促进了当地妇
女居家灵活就业，帮助她们闯出了脱贫
致富新路，还促进了当地邻里关系和
谐、社会稳定。

贵溪市妇联主席杨丽峰分析，由于
来料加工业具有门槛低、时间灵活的优
势，受到了广大农村妇女的欢迎，她们
可以在抚养孩子、赡养老人的前提下，
利用空余时间从事来料加工，有利于解
决留守妇女就业问题，帮助留守儿童留
住母亲。

技术先行 打好培训牌

5 月底，贵溪市组织了来自全市各
乡镇的 50 名来料加工经纪人和意向经
纪人前往义乌接受为期三天的培训，
培训之后，举行了市场业务对接洽谈
会。这是该市第二次组织这样的培
训。浙江省妇女来料加工推广中心主
任刘晓红对贵溪的做法很赞赏，她告
诉记者，义乌的来料加工业走在全国
前列，并且具备了较高的培训水平。

“来义乌接受培训，不仅可以学到接单
技巧，还可以直接对接这里的来料加
工市场。”刘晓红分析，农村留守妇女
大都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基本没
有参加过职业技术培训。为此，要发
展来料加工业，就必须紧紧牵住培训
这个“鼻子”。

当然，培训不仅需要“走出去”，更

需要“沉下去”。近年来，贵溪市把培训
班办到了村点、社区、来料加工厂。

高位推动 打好政策牌

为切实解决来料加工业发展中
的问题，贵溪市委、市政府高位推动，
不断健全管理机制，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相关政策措施，助力来料加工业的
发展。

为促进妇女就业创业，贵溪市在贵
冶周边滨江、泗沥、河潭三镇试点发展
来料加工业，在滨江生态小区设立专门
的来料加工产业园。根据当地实际情
况，贵溪还出台相关工作文件，落实扶
持政策，为创业人员提供相应的贷款扶
持、房租电费减免以及入园补助等政策
上的优惠。来料加工经纪人江美凤告
诉记者，她在滨江镇创办的铜都纸品加
工厂所租用厂房就是免费的，而且政府
对从事来料加工的贫困户还有专门的
工资补贴。

通力协作 打好合作牌

大力发展来料加工，促进妇女居
家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多方协
作、多头发力，打好“合作”这张牌。
为此，贵溪市妇联先后与当地就业、
科技等部门以及各乡镇、街道联合行
动，为当地妇女发展来料加工想点子、
跑市场。杨丽峰告诉记者，贵溪市还
积极加强与义乌及其他兄弟市县之间
合作。“贵溪与义乌只有 300 多公里，乘
坐高铁只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是我们
之间加强合作的优势所在。”据杨丽峰
介绍，目前，贵溪大多数来料加工订单
来自义乌，有些来料加工经纪人已经在
义乌有了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同时，
贵溪来料加工经纪人也开始意识到行
业内合作的重要性，纷纷摒弃“同行是
冤家”的狭隘思想，走上抱团闯市场的
新路。

小小手工活
做出新生活

——贵溪发展来料加工促妇女居家就业
王 丽 本报记者 钟海华

“人如潮，灯如海，仿若天上街市，美不胜收。”今日
的抚州市临川区文昌里，重现昔日的繁华，让游客无不
惊叹。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文昌里被逐渐冷落，几乎要退
出历史舞台。一直以来，历届抚州市委、市政府为推进
文昌里改造做了大量基础工作，但因为社情民意复杂、
征迁难度大等各种原因，始终没有启动改选工作。如
今，抚州市委、市政府下定决心对文昌里历史文化街区
进行改造。临川区委、区政府把文昌里房屋征收工作作

为头号工作来抓。5月3日，随着最后3栋房屋被依法拆
除，文昌里房屋征迁工作宣告顺利结束。从2017年2月
24日开始，临川区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累计完成3817户
的房屋征收，拆除面积31万平方米。

临川区为什么能够在一年内顺利解决房屋征迁难
题呢？临川区委、区政府高位推动，主要领导每天过问
此项工作，每半个月到文昌里现场办公，专题调度房屋
征收工作，及时解决征收工作难题。专门成立文昌里
房屋征收攻坚指挥部，现场指挥征迁工作，解决实际问

题，顺利推进了文昌里房屋征迁工作。
真正放下架子，和老百姓交朋友。指挥部干部主动

走街入户讲政策，心系群众解难题。通过反复上门、张
贴公告、打电话、发短信等形式，宣传和帮助被征收户
正确解读补偿政策，对征收补偿金额计算、时间节点等
涉及被征收户切身利益的相关事项，做了仔细的提示和
耐心的解答，将温情细致的服务贯穿到征收工作的每
个环节。经过临川区党员干部无数次的苦口婆心和
攻坚克难，这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真心真情破难题
章晋辉 郑召善

近日，中节能万年湖云光伏电站构建起一道“渔光互补”美丽风景。据悉，中节能万年湖云光伏电站占湖面
2300多亩，总投资10亿元，2016年7月27日完成“渔光互补”项目并网发电，截至今年5月底总发电量已达1.61
亿千瓦时。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渔光互补

本报德安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
李诗彪）6 月 8 日，德安县林泉乡林泉村
村委会大院热闹非凡，全村71名贫困户
喜气洋洋地聚在一起。从这天开始，他
们就成为当地企业九江大宇生化公司
的“股东”了。

德安县政协对口帮扶林泉村，帮扶
工作队一直在探索如何让贫困群众有
持续的收入保障。经过多方调查，工

作队想到当地的主打产业碳酸钙矿，
琢磨着在“钙”字上做文章。驻村老企
业九江大宇化工有限公司正有此意，
双方一拍即合。县政协发挥联络面广
的优势，千方百计筹集到入股资金 7.1
万元。这笔扶贫资金以合作社的形式
入股大宇生化公司，惠及林泉村所有
贫困户，覆盖率为 100%，预计年户均
分红500元。

本报吉水讯（通讯员尹姗、肖立和）
在建成全省首个通过环评、吉安唯一有
氰电镀集控区的基础上，今年，吉水县又
建成一家电镀集控区污水处理厂和一家
清源污水处理厂，并将在年底启用。这
是该县打造绿色环保工业园区的又一得
力举措。

早在启用工业园区之初，吉水便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园区环境保
护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编制了园
区环境保护专项规划，在园区的电子信
息产业园、绿色食品产业园和电镀集控

区分别规划了一座日处理量7万吨、8万
吨、2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有计划、有步
骤地开展生态环保工业园创建工作。在
环保准入方面，该县坚决做到不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的，不符合县域产业发展规
划的，不符合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要求
的，污染负荷严重、超过区域环境容量的
四类项目“不批”，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
的产生。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污水废气处
置能力，让景旺电子、旭昇电子等一批全
国电子信息领域知名企业纷纷抢滩吉
水、扎根吉水。

吉水打造生态环保工业园

本报泰和讯 （通讯员袁君辉、梁生
斌）泰和县多措并举，紧抓城镇职工、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三险基金
的征缴工作。其中首季医保三险基金
征收1.656亿元。

为让健康扶贫、跨省异地就医等利
民便民政策深入百姓，该县以政策宣传
为突破口，通过电视台、网站、微信朋友
圈等多种媒体，使参保单位职工、城乡
居民知晓今年参保缴费的政策和截止
时间，并充分利用网络便利，让参保单

位不出门也可以完成参保人员、缴费工
资录入。为保证参保人员参保各项数
据真实有效，做到应收尽收、应保尽保，
该县通过积极与参保单位经办人员、社
区（村委会）、城乡居民密切配合，深入
各参保单位进行稽核工作，走进社区
（村委会）推进居民参保缴费，核对参保
人员数量，核查单位职工参保缴费基
数。同时，该县推行医疗、工伤、生育三
险统征制度，统一基数、统一人数、统一
征收。

本报玉山讯 （通讯员胡明乾）“响
应国家政策，腾出多处宅基地，可以发
展村集体事业，集体经济上去了，最后
得利的还是村民。我们坚决拥护宅
改。”近日，玉山县樟村镇双溪村的党员
干部在自发组织的宅改精神交流会上，
纷纷表态支持宅改。玉山县在总结去
年4个乡镇18个自然村“先行先试”经验
的基础上，今年 4 月在全县全面开展农
村宅基地改革工作。

该县精心组织宣传，使宅改精神
入户入心，党员干部、理事会成员始
终带头退出多占宅基地，带头拆除一
户多宅房屋，带头做好亲朋好友思想

工作。同时，对宅改中遇到的群众最
关心、最迫切想解决的问题，实行一村
一策。有的乡镇采取“宅基地管理+”
工作模式，把宅基地改革管理与规范
建房、脱贫攻坚、秀美乡村建设等有机
结合起来；有的乡镇通过开展空心村
整治活动，对危房、旧房、空心房结合
宅改工作进行多次专项整治；有的地
方在连片退出的宅基地上新建休闲广
场，连片平整土地规划建设安置小区，
在有偿退出的宅基地上围上篱笆种上
果木、新建休闲农庄，以实实在在的变
化改善村容村貌，激发群众参与宅改
的热情。

玉山全面铺开宅基地改革

德安贫困户当“股东”

泰和强化医保三险基金征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