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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喜迎赣品热销
网上年货节活动成效显著，年货保障有

力。线上年货销售消费火热，据监测显示，
“2021 江西网上年货节”期间（1月20日-2月
18日），带动全省省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102.98
亿元，同比增长 26.3%；其中年货节第三阶段
（2 月 9-18 日）达 21.65 亿元、增长 36.2%。南
昌、赣州、九江市网络零售额居全省前三。赣
南脐橙、四特酒、煌上煌卤制品、南昌米粉、南
酸枣糕、南安板鸭、广昌白莲、江西山茶油、庐
山云雾茶、九江茶饼、狗牯脑茶、南丰蜜桔、丰
城冻米糖、万年贡米、井冈山竹笋等50多种特
色赣味年货网络销售火热。农产品中休闲食
品、粮油、水果网络零售领先；生活必需品中
食用油、蔬菜、大米销售居前；口罩等防疫物
资线上供应充足、价格略升。线上餐饮等服
务消费蓬勃复苏，全省在线餐饮网络零售额
达 13.09亿元，美团江西年货节期间交易额同
比提升 418.8%、交易商家数增长 59.7%、交易
用户数增长309.9%。

据悉，为确保春节防疫保供及网上年货
节扎实推进，省商务厅多方协调保障，牵头建
立了多部门多平台联动统筹协调机制；积极
推广线上消费、无接触配送年货服务、引导实
体商贸数字化升级和社区电商就近供应年货
等新业态模式；密集组织名特优赣品年货与
电商平台产销对接；指导行业发出电商春节
防疫保供促销倡议，引导合规诚信经营；推动
建立线上保供机制，建立全省保障线上市场
供应重点企业库及联系机制，健全线上对接、
应急响应及监测体系；协同推进疫情防控，督
导做好参与活动的“人”“货”“场”防疫消毒工
作，确保了网上年货消费安全、通畅、高效。

（记者喻轶涛文/图）

满足群众春节多样化、特色化、品牌化消费需求，
助力全省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健康的春
节。1月20日至2月18日，由江西省商务厅牵头举办
的“2021江西网上年货节”圆满收官，据统计，我省产品
网上销售达102.98亿元，同比增长26.3%。

年货节期间，江西省各级
商务主管部门联合网信、工信、
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邮政管理
等部门，指导各地各主体按照

“三大原则”、围绕“五大任务”，
聚焦“防疫保供、新型消费、电
商惠民”等主题，精心筹划了

“百千万”赣派年货大促、线下
商贸主体线上年货促销、年货
直播、商圈乐购年货、江西老字
号年货促销、扶贫年货展销、赣
味年夜饭团圆到家、社区团购
年货、赣鄱好礼推广等九大类
网上年货促销活动。

据悉，此次年货节引导了
60 多家电商平台（专区专馆专
店）、1200 多家重点电商企业、
150 多家地方实体商贸骨干企
业，筹集万余款名特优赣品年
货，密集组织了网上年货节、双
线年货大集、云购年货等年货
促销活动160多场次、年货直播
3379 场次，直播电商、社区电
商、云消费、新零售、无接触配
送、在线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
竞相满足群众春节多样需求。

此次网上年货节活动持续

向基层、向线下、向扶贫助农文
旅等领域延伸，形成了上下联
动、多方互动、全面展开的火热
局面。如天猫在江西开展特色
年货联播活动；苏宁在赣投放
1000 万元电子消费券；饿了么
开展“十大赣菜”“十大江西小
吃”宣推和发放红包等活动；美
团开设年夜饭到家专区；江西
扶贫商城、中国社会扶贫网江
西馆、京东江西扶贫馆、扶贫
832（江西）举办扶贫年货节；橙
心优选优先在赣举办多场“网
上年货节”、积极招引地方特色
年货产品触网上线就近供应社
区（乡村）；第一书记平台销售
扶贫年货 588.7 万元；赣鄱通、
上饶旅游等文旅平台主动参与
网上年货节、开展旅游及扶贫
年货销售；新洪城大市场、南昌
华南城、天虹商场、硕果时代商
场等线下市场商场纷纷通过数
字化搭建线上销售平台或直播
带货模式参与网上年货节，线
上销量较往年同期增长 3 倍以
上，营造了春节线上消费火热
盛况。

多方携手满足春节需求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湘赣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抵债资产转让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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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10时起至2021年2月 26日1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对江西湘赣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抵债资产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竞价标的（抵债资产）：湘赣商娱大厦的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据（2003）赣执字第65-4号民事裁定书记载该不动产座落于永新
县城幸福街，据2016年3月4日甲方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行签订的《委托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该不动产座落于永新禾川镇西大街288
号，其中土地面积1695平方米，房屋面积10465.46平方米。（本次竞价标的抵债资产具体信息详见发布的相关内容，最终以抵债资产现状为准）。

二、抵债资产情况、重大事项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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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万元，保证金：100万元，加价幅度：1万元或其整倍数。保留价:有。请意向购买者自行前往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淘

宝网资产竞价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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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签订《资产竞价转让成交确认书》及《不动产转让协议》，同时竞得者所缴纳的保证金在《不动产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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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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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转让协议》签订后 5个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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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元不予退还。

七、咨询与看样时间：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抵债资产情况，其他重大事项及瑕疵披露详见淘宝网披露的竞买公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及
《不动产转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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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836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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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2月 22日

井冈山市草头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基本情况：项目名称：井冈山市草头洲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改造项目；建
设地点：江西省井冈山市拿山镇北岸村草头洲；建设内容：渗沥液处理系统升级改
造；草头洲垃圾填埋场改造。

（二）报告书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lEdwbrlt9Vwnb9HpbRH1w
提取码: 8jcf

（三）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井冈山市城市管理局联系陈场长（电话
13979606929）查阅纸质报告。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
鼓励环评范围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五）公众意见表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NpUO9c8jsPSAQWLF5FH⁃
FA 提取码: i6n9；可通过电话、书信、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六）提出意见起止时间：自本公示内容公开后10个工作日内。

赣州市万丰食品有限公司屠宰厂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信息公示

赣州市万丰食品有限公司屠宰厂项目位于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路北侧、
金狮路西侧，坐标北纬 25°53′11.76″，东经 114°53′33.11″，占地 29456.9m2，
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300万元，建成后年屠宰生猪50万头、生牛3万头、生羊4万
只、活鸡182.5万羽及活鸭182.5万羽。

项目符合《江西省生态功能区划》、《江西省环境保护“十三五”规划》、《江西省
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国家及地方相关产业政策；符合区域规划及环境功能区划；在
强化“三线一单”约束的基础上，辨识了项目的重点污染源，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
并提出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从而减少了项目实施及运营期间对涉及区域的生态
环境影响。在落实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要求和对策后，从环境角度评价，本项目实
施是合理的。

项目相关信息已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平台（http://www.js-eia.cn/proj⁃
ect/detail?type=1&proid=7373a14c30921e6b3ce736854809b5c5）发布，详细信息可
登录该网站查询，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

建设单位：赣州市万丰食品有限公司，林建明，电话：18720110812
环评单位：江西西子湖环保技术有限公司；肖工，电话：15205093953，
E-Mail：610118709@qq.com

该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饶监管分
局批准，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山营
销服务部

简称：永诚财险玉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68361123001
许可证流水号：0272303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

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6月9日
住所：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端明首府4号楼8号
邮编：334700
联系电话：0793-827775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饶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1年2月 20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饶监管分局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的公告

拍 租 公 告
标的一、南昌市西湖区抚河中路443号1楼（面积34.86㎡）店铺三年租赁权，

参考价人民币2441元/月，保证金人民币2万元；
标的二、南昌市西湖区孺子路437号1楼（面积450㎡）店铺一年租赁权，参考

价人民币45000元/月，保证金人民币20万元。
对竞买人要求详见拍租文件。
拍租时间: 2021年03月02日上午10：00
拍租地点:南昌市沿江南大道1299号力高滨江国际写字楼B座3923室
联系电话：0791-88301881、17707099662（曾女士）

17770099866（文女士）17770092622（尹女士）
即日起可咨询、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1 年 03 月 01 日 16:00 前持有效证

件、资料费人民币300元/标的及保证金银行缴款回单到我公司(南昌市沿江南大
道1299号力高滨江国际天郡写字楼B座3923室)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前，请将拍租保证金汇款至我公司如下账户：

开户行：招商银行南昌子安路支行
账 号：6214 8579 1107 9798 户 名：文娟

江西省卓成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02月22日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收回烟草专卖许可证公告【2021】年第2号
以下持证户因六个月以上未经营，经我局公告后，也未来我局办理相关手续，我局已作收回。因无法收回下列烟草专

卖零售许可证，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一个月期满视为收回：
许可证号码 企业名称（字号） 法定代表人 经营场所

（负责人）
360121221647 南昌苏宁小店销售有限 黎忠林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大道2799号

公司同济产业园店 南昌佳海产业园199-2#厂房101室
360121120701 南昌县小蓝姐妹商店 杨贵珍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岗前村西房组20号
360121122739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 李婆仔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昌东

发区三六鑫店 镇楼厂村楼下自然村175号
360121120667 南昌县莲塘聪聪小康百货店 涂聪 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莲塘南大道118号
360121102055 南昌县武阳罗时根南杂店 罗时根 南昌市南昌县武阳镇武阳街

江西省南昌县烟草专卖局 2021年2月22日

减资公告
江西新力一德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0MA381KCB63）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00万元减少为人民币1000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江西新力一德置业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南昌市天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04553508517Y）经股东
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270万元减少为人民
币2000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出相应的
担保请求。 南昌市天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江西当康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360403MA397WCM2X）
经股东会决定，拟将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整人民币减少至 200 万元整人民
币，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45日内与本公司联系。

江西当康科技有限公司

寻物启事
王雷遗失士兵证，证号：士字第12028757710 号，如有捡到者必有重

谢 ，联 系 人 ：王 雷 。 联 系 电 话 ：15607925169。

减资公告
江西飘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111MA3974FH4N）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00万元
减少为人民币3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偿债
务或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

江西飘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