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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
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人民币万元

该债权资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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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联系商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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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年 11月 28日。债权明细情况详见 http://www.coamc.com.cn。

联系人：叶先生、周先生 联系电话：0755-82215746、82215573
通讯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 A 座 18楼
邮编：518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60(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
财政部驻深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3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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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13年 11月 2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201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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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关于深圳市科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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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曾令瑶报道：为了满足大量西
南和中南物资出海的需要，广西正加快出海铁路建设，到年底
将建成5条出海铁路通道。

随着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大量西南和中南地区的
物资从广西沿海港口进出。2012年，南宁铁路局货运发送量
超亿吨。然而，由于原有铁路超负荷运转，疏港能力严重不
足，大量货物压港严重。

到今年年底，随着广西多条高铁线路的开通，中西部物资
拥挤在湘桂铁路一座“独木桥”历史将结束，广西将形成南昆
铁路、益湛铁路、湘桂—南钦铁路、黔桂铁路、玉铁铁路“五龙
出海”之势。这5条出海铁路，将成为中西部地区便捷的出海
通道，带动西南、中南腹地经济的发展。

带动西南中南腹地经济

广西建设 5 条出海铁路通道

带动西南中南腹地经济

广西建设 5 条出海铁路通道

本报讯 河北邢台开发区内，总投资 30 亿元的京先腾
光电科技公司欧洲工业园一期高端电子装备制造基地正在
加紧建设。邢台市市长孟祥伟说，“我们正通过‘一引‘、‘一
改’，即引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无中生有；改造传统产业，有
中生新，实现邢台工业经济绿色转型发展。”

现代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无中生有”。依靠技术创新
实现结构优化，邢台着重 3 个方面下功夫。一是高端切入，
力争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二是形
成产业链，加快研发投入，培育形成规模化生产能力；三是政
策扶持，实施有针对性、高效的财税和科技政策，促进资金、
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

传统产业“有中生新”，技术改造是最好的抓手。邢台
市重点围绕钢铁、建材、纺织服装、食品医药等传统产业延
伸和完善 30 个产业链条，实施产业聚集发展、创新能力增
强、节能减排增效、“两化”深度融合、企业兼并重组 5 个技
改提升专项，推进工业技术改造工作。

在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中，邢台抓好示范企业和示范项
目，大力推广中钢邢机信息化综合集成应用的经验和做法，
加大传统产业信息化投入，推进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有效
提升大中型企业装备数字化水平。 （张 千 赵文生）

本报讯 记者钟华林、通讯员李晓帆报
道：前不久落幕的第十四届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会上，四川签约金额超过5600亿元，其
中成都签约金额超过1900亿元，其余则由
四川各市州分享。这表明越来越多的知名企
业，从投资成都开始辐射至全省各市州。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深入，成都作
为西部重要经济极核和四川省“首位城
市”，在四川构建“多点多极支撑”的区域
发展新格局中，将发挥愈加重要的示范带
动作用。

成都与泸州在交通物流上的联动合作
可圈可点。作为交通运输部确定的全国28
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和国家二类水运口
岸，泸州港国际集装箱码头已建成集装箱
泊位6个、年吞吐能力达100万标箱，是四
川及滇东、黔北地区最重要的水运出海通

道和实现江海联运的枢纽港。根据成都市
与泸州市签订的 《成都泸州两市港口物流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解决两市港口
物流和产业发展的互动问题。今年 7月 10
日，成都高原汽车公司生产的64辆“吉利
全球鹰”汽车通过泸州港经上海港发往欧
洲和中东，这是“成都造”商品车通过泸
州港外运出口的首航。

成都货物通过泸州港快速通达全球的
同时，也促成泸州港迅速发展。2012 年，
在国内航运吞吐量整体下降的情况下，泸
州港集装箱码头吞吐量一路上扬，占了四
川省总量的 84.6%，在长江沿线集装箱港
口中航运吞吐量增幅最大。

近年来，一个个以“成都”打头的区
域合作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
四川的产业版图里。

今年 8 月 23 日，成都与德阳签署了
《成都德阳同城化发展框架协议》和《关于
共建工业集中发展区的协议》，两市将在规
划、工业经济、政府采购、交通、教育、
旅游、城市水源地保护、金融等8个方面展
开深度合作。其中，产业合作发展是最关
键的支撑条件，成德工业园区是成德产业
协作的重要载体。

记者了解到，根据目前确定的发展规
划，成德工业园区在中江县兴隆镇、辑庆镇
一带，总体按产城一体、组团发展思路规划
建设，起步区以产业发展优先。在产业定位
方面，将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食
品饮料和家具轻纺产业，按产业分区布局，
规划建设“成都消费电子配套产业园”等特
色产业园，引进优质项目，培育重点企业，
承接产业转移，与成都市重点产业联动发

展。计划到2017年，实现工业主营业务收
入200亿元，工业增加值65亿元。

“经过几年实践，成都与周边市州初步形
成了产业互动、区域共赢的局面。”成都市经
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成资工业集中发展区
由成都和资阳两市共同打造，是四川省第一
个打破市域界限、开展区域合作，共同建设
的工业园区，主要发展汽车配套制造业，为
成都和资阳两地的汽车产业提供整车零部件。

成都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随着
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全域内“集群布
局”、“成片发展”成为成都经济区的产业
大趋势。下一步，成都还将加快合作工业
园区建设，建立园区项目储备库和项目承
转平台，举办跨区域共建园区招商说明
会，试点整合成德绵三市商业银行，在更
深层次开展区域经济合作。

成都“领跑” 多点支撑

四川城市群产业合作纵深推进

河南省西峡县寨根乡方庄村农民潘茂
章过去家庭收入少，日子过得艰难，近年来
他靠在山沟里种植山茱萸、柴胡等中药材，
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而河南省宛西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也靠着中药材，成为国内药材
种植规模最大、认证品种最多的中药生产
企业。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说，作为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和核心水源区，既要保
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又要增强经济实力；既
不能发展见效快但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项
目，又要确保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这是一道难解的综合题。大力发展中医药产
业，是我们找到的标本兼治的“良方”。

发展中医药产业，南阳具有得天独厚
的优势：伏牛山孕育生长着 2400多种药用
动植物，而医圣张仲景更是南阳独有的中
医药文化品牌。但是，要让南阳中药材走
出盆地，汇入全国大市场，就必须在中药材
标准化、规模化、示范化种植上狠下功夫。
记者从南阳中药材开发办公室了解到，经
过持续多年的引导调整，南阳市规范化种
植的中药材面积已达 190 万亩。南召辛
夷、西峡山茱萸与天麻、桐柏桔梗、方城裕
丹参和木瓜等十大中药材基地，已经在国
内中药材市场产生品牌效应。山茱萸、裕
丹参等 4 个中药材基地已获国家 GAP 认
证，山茱萸、辛夷、裕丹参、唐半夏、桐桔梗
已获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

为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南阳
市举办张仲景医药文化节等活动，为药材
基地和医药企业搭建合作平台。现在，广
州白云山制药厂、上海紫兴药业公司、羚锐
药业公司、亳州援康药业公司等一批国内
知名的大型制药企业，都与南阳中药材基
地签订了长期收购合同；北京同仁堂、天津
天士力、河北太极、广西玉林等著名中医药
企业也纷纷与南阳“联姻”；河北安国、安徽
亳州、河南禹州等大型药材市场等也与南

阳“结缘”。
现在，一批中药龙头企业正在南阳迅

速崛起，成为南阳的优势产业。西峡山萸
肉基地以宛西制药公司为龙头企业，采取

“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与农户签订
了 30 年不变的合同，使 20 万粮农变药
农。宛西制药还建起河南省惟一的中药现
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在河南、安徽等地建立了六大中药材基
地，生产车间全部通过国家 GMP 认证，连

续多年被认定为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中国
中药企业 50 强。方城裕丹参基地培育以
裕丹参开发服务中心、华丰药业有限公司
为主的龙头企业，与上海紫兴药业集团、广
州白云山制药厂签订了裕丹参生产供应基
地和供货购销合同。据统计，目前全市有
中药企业 13家，年产值近 30亿元。

自 2000 年开始实施的张仲景医药创
新工程，推动着南阳“医、保、教、研、产、文”
六位一体创新体系逐步形成。

既保一渠清水 又富一方百姓

南 阳 为 中 医 药 产 业 开 良 方
本报记者 党涤寰

河南省

西峡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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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秤。

陈 飞摄

引进与改造并举

河 北 邢 台 工 业 绿 色 转 型

本报讯 记者魏劲松、通讯员宋明

芳 董想明报道：11月 1日，在湖北省孝感
市朗夫机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
技术人员正忙着为公司准备上马的饲料机
械主机生产线设计安装方案。“公司下定决
心从生产收割机转型到生产饲料机械得益
于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
的专家对公司发展所做的专业‘诊断’。”朗
夫公司董事长刘道远告诉记者，“从公司的
发展方向、产品定位到质量控制和成本核

算，专家们的‘诊断’让朗夫公司这样的小
微企业看到了做强做大的方向。”

和朗夫公司一样，从 11 月 6 日开始，
孝感 40 家具有一定基础和发展前景的小
微企业，将由电子五所逐一进行全面诊断，
发掘企业优势，找出影响企业实力提升的
管理短板，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孝感
市市长滕刚介绍说，“此次政府出资购买电
子五所智力服务，无偿提供给小微企业，就
是希望在企业受益的同时形成标杆和示范

效应，带动更多小微企业推进科学化管理，
实现能力提升。”

目前，孝感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
93%，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
来，孝感把促进小微企业发展作为加快产业
跨越、建设经济强市的重要内容，在政策、金
融、用工等方面与大中型骨干企业一样，纳
入同等重要的扶持对象。2011 年出台了

《关于实施“三大工程”促进工业经济跨越式
发展的意见》，明确把孵化10000家小微企

业与提升 100家骨干企业、成长 1000家中
小企业并列为“三大工程”来组织实施。

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这一难题，孝感
加大了对成长性好的小微企业的资金扶持
力度。据孝感市经信委主任王洪波介绍，
市经信委与工商银行共同创建总额 1 亿元
的小微企业贷款担保及风险补偿基金，放
大 5 倍配套贷款额度；今年，在省市两级发
放的 8900万元生产调度专项资金，支持小
微企业的资金达到 2700 万元；同时组织

“金桥工程”和“银企对接县市行”活动。今
年 1 月至 8 月，全市金融机构就向中小企
业发放贷款 279亿元。

今年 1月至 8月，孝感有 102家小微企
业升级为规模以上企业，使全市规模以上
企业达到 1052 家，总量在全省 17 个地市
州中位列第 4。

智力帮扶 政银携手

孝感补齐小微企业“短板”

本报讯 记者郑杨报道：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授牌仪式日前在上海举行，包括东莞在内的31座城市获得了
文化部授予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牌匾。经过近
3年的努力，东莞成功创建成为广东省惟一、全国首批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据介绍，东莞市以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手，
深入实施“文化惠民”、“提升公共文化水平”工程，两年内共投
入创建资金13.3亿元，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市镇村三级文化
设施网络，覆盖率达到100%，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和供给能力
大大提升。截至目前，东莞共建成公共图书馆（室）641个、公
共电子阅览室 588个，自助图书馆、图书馆 ATM33个，博物
馆31座，文化广场769个，“农家书屋”589家，每万人拥有室
内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达1670平方米。

文化设施网络全覆盖

东莞创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今年前 3 季度，万特制药（海
南）有限公司总产值同比增长达 50%左右，这是继去年公
司总产值同比增长 80%后的又一喜讯。董事长翟志瑞说，
这既得益于公司药品中标率提高和销售方式的转变，又与
海南近年来出台的扶持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有关。

海南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资源，阳光充沛、空气清
新、水质纯净，为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洁净空气和优质水
源。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医药产业是推动海南科学
发展、实现绿色崛起的重要产业支撑。去年海南省政府专
门出台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从财政、税收等领
域鼓励和扶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效应助推 2012年海
南医药行业全年产值首超百亿元大关。

此外，工信、税务、财政、药监、科技等部门及海口市近年
来也加大对药企的扶持力度。政策吸引力等因素的叠加使
进驻海南的药企不断增加，海南制药企业已由建省前的5家
发展到现在的 130 家左右，形成以“海口药谷”核心区，海口
保税区等产业聚集区域组成的“海口药谷医药产业基地”。

政策效应凸显

海 南 医 药 产 业 拓 展 新“ 蓝 海 ”

11 月 4 日，浙江嘉善县中央花园小区的门口，供电员工

在检查维护门口的两个电动汽车充电桩，确保充电设备完

好。嘉善县供电公司 2011 年起着手建设电动汽车充电桩，

2012年公司购进了第一辆纯电动汽车。这辆标有“电力流动

服务车”的电动车经常到县区各地服务，无噪声、无污染，是

宣传节能、推广绿色能源的典范。 张 敏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