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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忻蕾 焦杨 记者钟清兰）12 月 2 日上

午，赣州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等八部门在市

中心城区黄金广场联合开展“122全国交通安全日”群众

性主题宣传活动，凝聚安全文明出行的社会共识。

今年 12 月 2 日是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

为“守法规 知礼让 安全文明出行”。围绕这一主题，

现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市民咨询，发放安全出行宣传

资料。广场两侧摆放有安全头盔展示架，提醒市民驾

乘两轮车出行要自觉佩戴安全头盔。赣州交警铁骑

还在广场周边进行了风采展示。本次活动通过多种

形式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全方位提升市民交通出行规

则意识、法治意识和文明意识。

据了解，“全国交通安全日”群众性主题活动期

间，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等八部门将组织

开展一系列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并构建交通文明

融合传播共享机制，带动形成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

出行场景“三位一体”宣传格局，在全社会营造守法规

知礼让的良好交通安全氛围。

本报讯 （张青山 龚声勇）近一

年来，赣州银行主动融入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建设，解放思想，担当实干，

全力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增量扩面、提

质增效、换挡提速。

描绘蓝图“全”覆盖。该行制定

了本行普惠金改行动方案，确定了六

大重点工作任务和十项具体工作措

施，逐一明确责任部门、挂图作战。

各分支行迅速设立小微企业服务中

心，新增近百名的专职小微客户经

理，建立起了“专职+兼职”的专业化

小微业务队伍，推动普惠金融业务快

速发展。至 9 月末，赣州银行普惠小

微贷款余额 178.1 亿元，较年初增长

33.3 亿元，增速 23%，高于各项贷款

增速 7.13个百分点；全行普惠贷款客

户 2.23万户，比年初净增 4731户。

卸下包袱“轻”上阵。为形成“敢

贷、愿贷、能贷、会贷”机制，赣州银行

创新设置“机构容忍度+产品容忍度”

的“双容忍度”模式，进一步扩大免责

范围、加大免责力度，免除基层信贷

人员后顾之忧；推行“小微信贷工厂”

模式，实现单户 100 万元以下小微信

贷业务标准化作业、集中化审批、自

动化提还款，大幅提高了业务效率。

同时，充分运用央行支小再贷款和两

项货币工具政策，为小微企业降成

本、减负担、增投放，今年以来累计发

放符合支小再贷款要求的普惠贷款

67.6 亿元，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15.5 亿元，办理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

37.94亿元，惠及 6200余户小微企业。

用好平台“巧”发力。赣州银行持

续做好小微客户融资服务平台推广使

用，积极对接平台推送的融资需求，至

9月末，省内各机构通过平台注册户数

突破5万户，发放贷款金额合计159亿
元。同时，用好人民银行企业收支流

水平台，筛选优质客户及辅助贷款审

批和贷后管理，并推出免抵押免担保

的纯线上贷款产品“赣银流水贷”。今

年以来，该行借助收支流水专项报告

发放贷款227户、金额16.2亿元。

赣州银行念好“三字经”推动普惠金融走深走实

本报讯 （钟煜 张璐）11 月 30 日，赣州江钨拉法格

高铁铜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在赣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管理人完成全部资产变现手

续并向法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至此，这起全省首个

适用简化程序审理的涉外破产清算案件尘埃落定。

该公司是一家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面向中

国和亚洲市场。近年来，因原材料价格上涨、决策失误、经

营不善等原因，该公司亏损严重。2020年12月4日，赣州

中院根据债务人申请受理了该公司破产清算案。因该案

债权债务关系较为清楚，债权人数量少，赣州中院参照省

高院有关规定，简化破产案件审理程序。案件受理后，

赣州中院通过随机摇号方式指定了破产管理人，指定当

日即完成印章、账簿等移交手续。同时，缩短该案的债

权申报期，并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对财产变价方案和

分配方案、管理人报酬方案等进行预表决。时限的缩

减、程序的简化，使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得到大幅提高。

因该案涉及外资，破产管理人专门聘请西班牙语

翻译，将破产受理后的各项流程、债权确认和资产接收

情况、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重大财产处置和分配情况

等，均以邮件方式告知，确保了外方投资人的全程知情

权，提升了涉外司法效能，加速了该案的审理进程。

该案探索实践了破产案件中的繁简分流机制，让经营

性失误的合资企业合法、有序退出市场，不仅最大限度及时

对国有资产流失和贬值进行止损，也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过

程中保障了外方投资人的各项合法权利，为营造稳定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赣州中院审结一起涉外破产清算案
适用简化程序审理 系全省首例

“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和麻双乡纪委的干部，想

请问下你们公司在相关职能部门办理证件过程中有没有

受到刁难、有没有公职人员到你们公司吃拿卡要……”11
月30日，南康区和麻双乡的纪检监察干部来到麻双乡仁

通矿业，就优化营商环境征询企业负责人的意见。

为全面打造“不难办”营商环境品牌，南康区制定了

“五个一”挂点服务活动方案。即一名区领导+一个服务

单位+一个金融机构+一名优秀干部+一名纪检干部，挂

点服务全区 800余家企业，纪检干部履行监督执纪职责，

着力推动挂点干部积极主动作为，优化营商环境。

为落实“五个一”挂点服务机制，区纪委监委采取

区乡纪检联动模式，即挂点纪检干部与挂点服务企业

所在乡（镇、街道）纪委联合，“入企问廉”，收集惠企政

策落实情况，监督职能部门和干部履职，防止“怕、慢、

假、庸、散”和吃拿卡要、不作为、不担当、乱作为等问题

滋生，为全区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全区实施‘五个一’挂点服务机制以来，全区纪检

监察干部走访企业 32 人次，走访企业 200 余家，下一步

我们将以活动方案为指引，着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

境。”该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赖日林 韩越）

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

我市开展群众性主题活动

11 月 18 日，记者来到位于龙南经

济技术开发区富康工业园的龙南恩嘉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看到工作人员正

在生产车间熟练操作智能化机械设备

进行电子产品生产。当日，是该公司

竣工投产的第一天。

龙南恩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项目

总投资 50 亿元，是龙南市克服疫情影

响引进的“50 项目”，主要从事电子产

品、智能家居、医疗器械及生活卫生用

品的研发、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将

大幅拉动龙南外贸出口增长，也将为

龙南工业转型升级添砖加瓦。

战鼓催征马蹄疾，项目建设逐浪

高。连日来，龙南市认真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市第六次党代会

和市“两会”精神，全力以赴推进重大

项目建设百日攻坚，掀起以大项目推

动大发展的攻坚热潮。

当日，在“三南”共建标准厂房示

范园（赣州 5G 智能科技园一期）项目

工地，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墙体

砌筑、墙面粉刷，以及水电、铝合金窗、

消防设备安装等工作。该项目是赣州

市委、市政府打造全省对接融入大湾

区桥头堡的具体举措，计划总投资约

12.3 亿元，规划用地面积约 698 亩，总

建筑面积约为 43.1 万平方米。项目建

成后，能较好提升赣州电子信息产业

科技城综合配套能力，增强对接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早在项目开工前，龙南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挂点领导就约谈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法人代表或区域主要负责

人，要求施工单位倒排工期，有力推动

项目建设进度。”赣州三南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工程部职员肖南基对记者说，

“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制定了一个标段

一个副职领导挂帅的项目管理制度，

严格执行了‘一个标段、一名领导、一

套人员、一跟到底’的推进机制。”

肖南基清楚记得，项目推进过程

中，有一家承建方在建设宿舍楼、食堂

时面临资金不足问题，缺口 1000 余万

元。“我们了解情况后，及时帮他们联

系了一家供应链公司，确保钢筋、混凝

土等物料及时到位。”截至目前，项目

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19 栋，共完成主体

结构面积约 42.2万平方米。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实

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撑。今年以来，龙

南市创新实施以揭榜挂帅制激活力、

以清单交办制压担子、以督办盯办制

促落实、以红榜黑榜制明优劣、以述职

评议制晒成效“五项制度”，以自愿揭

榜、公开挂帅的方式，将重大项目交到

想干、能干的干部手上，形成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氛围。

目前，通过清单交办制把重难点

项目交办给指定领导和单位，明确完

成时限，实行专人催办和验收销号，已

交办的 8批清单 30个项目（事项）均取

得突破性进展，揭榜挂帅的 8 批次共

31 个项目（事项）推进进度远超以往。

其中，龙南市引进的“5020”项目——

赣州柔驰科技锂电产业园项目从开工

建设到投产试运行，仅用了不到 8 个

月的时间；正加紧推进的茶坑水库项

目，预计 2022 年 8 月上旬完成全部坝

体混凝土浇筑工作；围屋民宿小镇项

目启动后，5 个月的时间，主体结构完

成了 99%；江西阔叶新材料有限公司

自今年 1 月开工以来，已经完成多栋

厂房主体结构封顶……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龙南已签约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移项目 32 个，签

约资金 220 亿元；列入市重点调度的

97 个项目已开工 96 个，完成投资 246
亿元，占年度投资的 122.8%。当下，龙

南正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战

场，用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作风、

更有力的举措，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集

群，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奋力

奏响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强音。

勠力攻坚势如虹
——龙南以“五项制度”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见闻

□叶波 记者刘海锋

南康：

“五个一”挂点服务促营商环境优化

12 月 2 日下午，赣州机场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应急救援综合演练，从应急救援的工作职责、信息传递、流程衔接、方

案制定、响应能力等方面，检验了相关预案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全员应急处突救援能力。

张磊 记者吴明河 摄

“您的结对帮扶人是谁，是哪一年脱贫的？今年收入

有哪些，享受了哪些扶贫政策？”近日，赣州蓉江新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专班人员来到潭口镇坳上村脱贫

户谢元东家，详细了解其生产生活情况，鼓励他保重身体，

把家庭日子经营得更加红火，在乡村振兴路上不掉队。

为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蓉江新

区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专

班，当好“问题排查员、业务指导员、政策宣传员、工作

协调员、作风示范员”，下沉一线、进村入户察实情，查

摆问题促整改，补足短板稳成效。该区坚持“一把手”

负总责、上下联动一起抓，压实工作责任，牢牢守住防

止规模性返贫底线，决不允许 1 户脱贫户返贫，以严苛

的标准，对经数据比对筛查后可能存在致贫返贫风险

的脱贫户、边缘易致贫户等重点户进行走访调查。

工作专班健全责任落实、督察督办制度，强化感恩

教育，积极向脱贫户、“三类人员”讲解宣传其享受的教

育、医疗、就业等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展示发生在身边

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的巨大变化，与他们

一道总结去年工作，谋划新一年的发展，鼓舞他们树立

信心，听党话、铭党恩、跟党走，在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下，依靠自身力量勤劳致富。 （刘裕晓 谢称利）

蓉江新区：

当好“五员”专班 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讯 （记者刘
水莲）12 月 2 日，记者

在市政府新闻办举办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市公路发展中心以“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抓手，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扎实

推进重点民生项目建

设，活动开展以来，赣

州公路系统为群众办

实事 330 余件，群众满

意率达 100%，赢得了

广大群众的好评。

市公路发展中心

把“普通国省道升级

改造”和“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两类项目纳

入“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重点民生项

目清单。其中，普通

国省道升级改造项目

扎实推进，该中心通

过加强督导和重点帮

扶，截至 11 月中旬，

已完成路面通车 80 公里，占目标任

务的 80%，预计 12 月底可全面完成

100 公里路面通车的目标任务，有效

解决过往车辆和沿线居民通行困难

问题。

今年以来，该中心以整治校园周

边安全为切入点，投资 3000 余万元，

对普通国省道沿线 242 处学校周边

的标志标牌、人行横道、路面标线等

安防设施进行提升，9 月 1 日完成增

设警示标志牌 325 块，施划减速振动

标线 1.2 万平方米、人行横道线 1548
平方米，安装爆闪灯 83 个，交叉路口

示警桩 349 根，校园周边安防设施、

平交路口整治全面完成。截至目前，

该中心完善急弯陡坡路段安防设施

108 处，重新施划路面标线 5.89 万平

方米，完善平交路口安防设施 315
处，得到沿线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的

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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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条乡村小道整修一新、一个

个重点建设项目顺利推进、一笔笔产

业发展贷款陆续落地……今年以来，

石城县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我

为群众办实事”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

育成效的“试金石”，用心用情为民解

决“急难愁盼”问题。

“三个顾问”振乡村

一期期《民法典》讲座，梳理群众

法律服务需求；一场场网红直播带货，

让农产品插上电商“翅膀”……在石城

县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三个顾问”的

身影随处可见。

据了解，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建“乡村振

兴先行示范区”提供智力保障和人才

支撑，石城县积极派选法律、技术、财

务“三个顾问”，服务乡村振兴。目前，

“三个顾问”基本实现全县各村全覆

盖，390 名顾问深入 155 个村（社区）投

身乡村振兴。

与此同时，在机关单位，推行

“三亮三创两服务”活动，引导机关

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在城市社区，推

行社区党员服务站报到机制，搭建

志愿服务平台，向群众征求“金点

子”和“微心愿”……统计数据显示，

3400 余名党员干部深入联系群众

11540 余户，帮助群众解决各类实际

问题 4196 余件。

系列活动解民忧

“楼梯扶手安装好了，以后上下

楼梯不用摸着墙走了。”琴江镇大畲

村的复员军人温纯生说。石城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通过走访了解到，温纯

生年老体弱，家中资金困难。经核

实、确认后，该局将帮扶资金 5000 元

打入温纯生“一卡通”账上，并帮其

安装楼梯扶手。

这是石城县干部用心用情、为民

解忧、办实事工作的一个缩影。围绕

群众关心的医、食、住、行、教等“急

难盼愁”问题，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开

展农业生产、科普推广、环境整治、

送医上门、送教服务等系列活动 2000
余次，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得以解决。

“我们还开通了‘12345’热线，切

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办身边事，

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石城县党史学

习教育办干部刘璐介绍，该县“12345”
热线自运行以来，共转派 4419 件工

单，按时办结率达 98.82%，满意率达

96.87%。

项目清单惠民生

“办事麻利，热情周到，还为我的

事推迟了下班时间，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石城县图图教育书店老板罗先生

为县行政审批局点赞。

民生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石城县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工作的

出发点和着力点，坚持常态长效、善

始善终，用“小窗口大服务”理念践

行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的初心和职责。

该县县直部门单位、乡镇抽调 27
名干部常驻党史学习教育办办公，便

于联系和工作的推进。该县印发

《“我为群众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清

单》，涵盖重点民生项目 127 项，实行

清单办结，建立项目推进半月一调度、

每周一跟进机制，确保项目落地生

效。建立每月实事清单台账，实行每

月实事清单办结机制。截至目前，收

集实事清单 431 条，已办结 405 条，办

结率达 94%。

民生实事见初心
□温京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