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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1】18号），以及国务
院国资委《关于做好中央企业厂办大集
体 改 革 工 作 的 通 知》（国 资 发 分 配
【2011】53号）、《关于推动中央企业规范
做好厂办大集体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资发分配【2011】111 号）等文件精
神，本企业拟进行大集体企业改革。

下列人员:（男）朱炎寿、胡细毛、
桂保光、万仁林、周志、王曙华、赵广
清、金有平、刘兴伟、何旗荣、陈团龙、
刘文平、王文、冯平华、熊建明、熊斌、
甘有根、曹劲峰、冯远超、吴热勤、胡
春，（女）邬瑶、王云、桂靖彩、吴帆、唐
丽君、刘雪艳、游小辉、郑春梅、江文

秀、万建英、吴彩云、张英梅、易文峰、
张景滨、王滨燕、洪仙珍，共 37 人，因
下落不明或无法联系，现以公告方式
要求上述人员在 2019 年 10 月 12 日前
与本企业进行联系，并持本人身份证
来本企业办理身份认定等相关事项，
逾期未联系者，视为自愿放弃本次大
集体企业改革中享有的所有权利。

联系人：王晓光、盛玲
电 话：0798-8462370 8492114
手 机：13879830036 13607989758
特此公告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劳动服务公司
景德镇市昌河汽车配件制造公司

2019年7月23日

公 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江西省分公司”）与债
权受让人（详见公告清单债权受让人一栏）达成的
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华融江西省分公司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贷款本息、罚息、违约金、诉讼费用等）依

法转让给债权受让人。中国华融江西省分公司特
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及
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债权受让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
（主债务人）

新余市明泰工贸
有限公司

担保人（从债务人）

孟国平、况玫珍、张星星、刘继刚、兰峰、曾洁、
兰安庆、孟洹羽、彭菊保、张贵支

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9750000

债权
受让人

艾俊杰

受让人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艾俊杰：

13807908828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年 5月 10
日的本金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
罚息、违约金等数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
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2.若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人）
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相关承接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以及其
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艾俊杰

2019年7月26日

“自从加入了合作社，不但有技术
人员进行指导，农机耕作和产品销路也
不愁，今年我又承包了 20 亩地种植烟
叶。”来自上高县南港镇梅沙村的李大
爷高兴地说。

近年来，上高县着力以人才振兴促
进乡村振兴，通过搭建平台引人才和培
育本土人才，不断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
伍，辐射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搭好平台，引得“凤凰”来。该县优
选 4 家“双带”能力强的种养基地作为
首批农村实用人才示范点创建单位，同
时，不断整合有效资源，将“水稻种植示
范基地”“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基地”

“稻虾种养示范基地”等 60多个平台进

行入库管理，积极与高校开展对接合
作，汇聚人才助发展。

“没想到我们还入选了全国 500 强
合作社，一些有名的院士和专家成了我
们这里的客人。”今年中国科学院院士
谢联辉教授、谢华安教授和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洪程教授相继来到上高县汇农
种植专业合作社调研指导，每次说起这
事，合作社刘总就有一股子自豪劲。汇
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自从建成了省级人
才示范点后，又与浙江大学、江西农大、
扬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形成了稳定的校
社合作关系，每年都会引来博士研究生
团队到本地开展产学研合作。“茶杉”养
殖基地作为荣兴禽业专业合作社的分

支，在成功与高校对接后，每年聚集 20
余名养殖专业的大学生前来开展实习
和科研项目。

随着合作的深入推进，该县乘势加
大对本土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邀
请专家开班授课，组织广大农村实用人
才进课堂，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不
同课程，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可用性。
同时，该县将培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
通过现场讲解和现场操作，培养了一批
拥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实用
人才，今年养殖家禽技术培训班就从教
室移到了“茶杉”养殖基地，为全县培训
80 多名技术能手。该县还加大对优秀
农村实用人才的表彰力度，今年 5 月，

有 20位乡土人才被评为全县突出贡献
人才，培育和造就了一支扎根农村基层
的实用人才队伍。

为了确保辐射带动效应，该县还
对挂牌成立的农村实用人才示范点及
入库示范点定期进行跟踪问效，并积
极推进“企业+基地+人才+用户”模
式，支持和鼓励农村实用人才在农村
创业兴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吸纳农
村实用人才参与农村产业化项目发
展，带领农民发家致富。目前该县共
有各类合作社及农业产业基地 632个，
辐射带动农户 1.8 万余户，人均增收
2000多元。

（易奇勋 喻小敏）

上高：筑巢引凤助推乡村振兴

近年来，上栗县彭高镇依托“互联
网+包户制”工作，将推动“两代表一委
员”履职服务作为建设的一个重要平
台，根据各代表委员自身特点和优势，
找准工作着力点，充分发挥“两代表一
委员”的作用。

该镇建章立制，强化管理，为密切
联系代表委员汇聚力量；积极搭建履职
平台，为代表委员创造履职条件；严格
落实代表委员联系服务群众制度，通过
活动进一步提高代表委员服务意识；加
强典型选树及正能量宣传，不断营造代
表委员服务发展的浓厚舆论氛围。目
前，该镇共有 142名“两代表一委员”活
跃在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文明创建、美

丽乡村建设等各工作领域，发挥着带头
示范作用，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
典型。如政协委员李炳涛成立了鑫通
教育基金，人大代表甘启生、李建春、李
希凡等积极开展扶贫工作，“两代表一
委员”认领的帮扶对象脱贫成效明显。

据悉，从 2017 年 7 月起，彭高镇为
深化“群众贴心人”工作，主动顺应新时
代要求，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开展党
群工作，全面推行“互联网+包户制”，要
求镇、村每名党员干部、“两代表一委
员”以群众贴心人身份加入包户村民微
信群。该镇 142 名“两代表一委员”化
身“群主”深入全镇各地，为老百姓办好
事办实事。 （邱顺 谢利祥）

彭高镇着力提升代表委员履职能力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深入推进“扶德扶志 感
恩奋进”主题教育活动，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的内生动力，全区呈现出贫困村组产业兴、贫困
群众争脱贫的良好势头。

厚植感恩奋进根基
“国家扶贫政策虽好，但我们每个人应该乘着

扶贫的东风，加快致富步伐，而不是等靠要。”今年3
月，在三江乡新江村感恩奋进脱贫故事宣讲报告会
上，脱贫致富典型、“田螺哥”严来春向当地群众作
了一场报告。在三江乡，严来春的脱贫励志故事广
为流传。从一贫如洗的贫困户，到如今月入过万元
的田螺养殖基地负责人，他正带着更多的贫困户书
写脱贫致富故事。今年 6月，严来春又和三江乡南
坑村正式签署田螺养殖基地土地流转协议，11户贫
困户从中受益。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通过举办“我的扶贫（脱
贫）故事”宣讲活动，大力开展感恩教育，深入挖掘

倾力扶贫、自强脱贫的好典型好故事，开展专题宣
讲上百场。同时，开展“机关干部下基层，连心连情
促脱贫”等活动，帮扶干部和贫困群众拉家常、晒扶
贫账、谈变化、话感恩，提升广大群众的感恩意识。

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大力开展“扶志、扶智、

扶德、扶勤”教育，引导贫困户树立勤劳节俭、自强
自立的意识，帮助贫困户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
贫的思想转变，广大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不等不
靠、勤劳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凤岗镇长田村的尹香梅租下18亩地种菜，自产
自销，每天起早摸黑，风雨无阻，实现脱贫；蟠龙镇
章甫村低保户李英通过社区电商平台开始创业之
旅，经过精心运营，以及镇村干部的帮扶指导，现在
她平均每天都有 400余元的销售额。不仅如此，今
年赣州经开区建成扶贫车间46个，帮助509名贫困
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举办百期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班，培训千名农业产业技术骨干，带动万名贫困人
员掌握一技之长。

文明新风扑面来
“没有大操大办，只举行告别仪式，第二天就送

公墓区了……这种丧事简办的形式挺好。”近日，蟠
龙镇居民叶新铭告诉记者，母亲过世后，在居委会
红白理事会的指导下，他们只招待近亲好友，省下
一大笔开支。

今年以来，赣州经开区结合精准扶贫，大力开
展移风易俗专题宣传演出活动 80次（场）、“乡村夜
话”等入户宣讲活动 1274次（场），使贫困户树立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卫生整洁等文明理
念。同时，把移风易俗作为“扶德扶志”建设的重要
内容，全区各村（居）通过召开党员大会、村民大会，
相继成立红白理事会，并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此
外，将移风易俗内容写入村规民约，使红白理事会
工作有依据，群众道德文明素质显著提高。

扶德扶志添动力 感恩奋进树新风
——赣州经开区不断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黎伦真 刘华铿 本报记者 唐 燕

本报上饶讯 （记者吕
玉玺 通讯员罗春英）“30亩
小香薯一售而空，销售收入
超过30万元。”7月25日，上
饶县清水乡西龙岗村第一
书记廖晓锋高兴地告诉记
者，第一季小香薯预计可让
入股贫困户每户分红 1500
元，基地还为村民发放务工
工资4万多元。

西龙岗村距离上饶县
城50公里，是“十三五”省级
贫困村。省交通运输厅驻
村工作队进驻西龙岗后，积
极争取各类项目资金 1600
余万元，实现村里基础设施
大变样；同时，结合村里实
际条件，因地制宜探索村民
脱贫路子，通过发展种植小
香薯、马家柚、油茶等产业，
既帮助贫困户增收，又扶持
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全村
脱贫。

驻村以来，工作队就把
道路硬化作为开展工作的
主抓手，先后启动实施26个
道路建设项目，完成20公里
通组路和入户道路，以及10
多公里通乡沥青公路建设，
结束了西龙岗村民出行走
土路、泥路的历史。投资
200 余万元，解决全村 2200

余人的安全饮水需求。
帮根本、谋长远的关键在于发展产业。

深入调研后，工作队提出培育新兴特色产业
的发展思路。通过引进公司种植、村集体种
植和补贴村民种植三种方式，村里已建设小
香薯基地 130 亩、马家柚基地 430 余亩和皇
菊基地4亩。产业发展了，群众增收的途径
也多了。目前，全村共有90户317人成功脱
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 0.97%，顺利摘了贫
困村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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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在莲花县坊楼镇富树村果业基地里，藤蔓上挂满了百香果，游客们穿梭其
中，寻找成熟果实，体验采摘的乐趣。 通讯员 贺治斌摄

7月 17日，在乐平市众埠镇界首村后张村小组精
准扶贫户、孤儿马志阳家中，来自该市工商联、当地镇
政府、义乌市乐平商会的人员，把义乌市乐平商会
（筹）常务副会长汪平赠送的 8000 元“爱心扶贫助学
金”送到马志阳手中。

马志阳出生于 2000 年。随着父母亲相继去世，
马志阳和妹妹只好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一直以
来，他与妹妹的学习生活费用都是东拼西凑以及政

府、爱心人士帮助的，兄妹俩从小乐观好学、乐善助
人，学习之外都会力所能及地帮爷爷奶奶干各种农
活。今年高考，马志阳考出了 630 分的好成绩，但学
习生活费用一直没有着落。汪平得知情况后，立即
将 8000 元爱心款转账给乐平市工商联并转交给马
志阳。汪平向该市工商联、镇政府承诺，资助马志阳
大学期间所有学费等费用，待其妹妹考上大学后也
一同资助。

爱心扶贫助学
朱定文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实习生顾
葳、胡若邻）7 月 24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
进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自由式
摔跤决赛中，我省女子摔跤队运动员、
来自景德镇的程水燕获得体校甲组 72
公斤级的冠军。据悉，这是江西摔跤
运动员在青运会上取得的第一枚金
牌，实现了青运会江西摔跤金牌零的
突破。

二青会自由式摔跤比赛，共有37支
代表队271名男女运动员参赛。比赛分
为体校甲组、体校乙组、社会俱乐部组 3
个组别，共设 26 枚金牌。决赛中，程水
燕充分发挥身材高大、体能充沛、速度
快、爆发力强的优势，高接低挡、闪转腾
挪，最终以6︰3轻松战胜南京体校的赵

秦，夺得冠军。
程水燕 2001 年出生，身高 1.73 米，

体重 73 公斤，现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
2015年6月被江西省女子摔跤队相中之
前，程水燕一直在景德镇市昌江区少儿
体校训练。今年初，她在全国U20摔跤
锦标赛上获得 72 公斤级冠军，5 月正式
进入国家集训队训练，是国家重点培养
的奥运会苗子。8 月 10 日，程水燕将代
表中国出征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

另外，在二青会男子自由式摔跤比
赛中，我省运动员裴家涛、曹楠分获体
校乙组45公斤级、60公斤级的亚军。在
女子自由式摔跤比赛中，宋露瑶于体校
甲组 76 公斤级摘铜，体校乙组的龚婉
婷、朱慧君分获银牌、铜牌。

瓷都19岁女跤手二青会夺魁
实现青运会江西摔跤金牌零的突破

7月21日，两名女队员正在温泉中心小学操场上进行前倒训练。7月8日至
27日，退役军人占比为70.01%的铜鼓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进行为期20天的夏季
大练兵，通过这样的方式庆祝“八一”建军节。 通讯员 聂洪辉摄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省文联、省
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江西省优秀少儿曲
艺展演，7月25日在南昌举行。

来自全省的 21 名少儿参加了此次
展演，快板《升国旗》、相声《我要上学》

《学外语》《夸住宅》《正反话》《八扇屏》、
南昌大鼓《数菜名》、快板书《三打白骨
精》等节目，通过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获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8名少儿共同
表演的群口快板《江西情》道出了江西
人民继往开来踏上新征程的使命职责
和梦想情怀。

此次展演节目除了经典曲艺作品
外，还有不少反映青少年生活和心声的
现实题材作品，是我省少儿曲艺传承的
一次集中展示。

全省优秀少儿曲艺展演举行

近日，奉新县上富镇机关党支部在湖东村黄蜀葵基地开展“党员志愿采花助增收”主题党日活动，20多名
党员志愿者帮助贫困户采摘黄蜀葵，解决他们缺乏劳力的难题。 通讯员 洪蒨蒨摄

本报安义讯（记者洪怀峰 通讯员周友）“谢理事长，你所在的村
新农村建设开了会吗？村庄建设规划和建设项目内容村民知道吗？
工程预算向村民公示了没有？招投标程序走没走？”7月 15日，安义
县乔乐乡前泽村新任村级监察联络员谢六香，在前泽村花园石介小
组新村建设项目推进现场，对该村新农村建设牵头的理事会理事长
提出现场询问。

据悉，安义县加快推动落实村级监察联络员配备工作，选拔一批
作风正派、熟悉本地情况、进入角色较快的人员作为村级监察联络
员。村级监察联络员上岗前要学习相关法律法规，上岗后要带头遵
守社会公德、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等，主动听取群众意见。

安义新农村建设有了监察联络员

本报宜春讯（记者邹海斌）7月25日，宜春中心城区潭前路一居
民建筑发生火灾。经全力搜救，10 名被困群众平安脱险。目前，该
火灾明火已扑灭。

25 日 7 时 40 分，宜春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宜春
中心城区潭前路一居民建筑发生火灾。接警后，宜春市消防救援支
队先后调派3个执勤中队、1个战保大队、8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
据宜春市消防救援支队介绍，8 时 57 分，救援人员已成功搜救出 10
名被困群众，目前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宜春一居民建筑发生火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