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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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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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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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疑问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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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0月 22日。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86-755-22183745
电子邮件：limenghan@coamc.com.cn
办事处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号 A、B座 18楼
邮编：5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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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部）

0755-82215560（我办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2014年9月23日

债权
名称

广东省
中港装
饰有限
公司

地区

深圳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118,771,369.55

利息（元）
截至

2014-8-5

845,945.99

担保情况

保证人：惠州市天合建
筑有限公司、郑清锦、光耀集
团有限公司、郭耀名、郭赞
楼。抵押物为：位于福田中
心区福中三路诺德金融中心
主楼 36 层 A-F，房地产面积
总额：1988.89㎡。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关于广东省中港装饰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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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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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中介机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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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问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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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10月 13日。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86-755-22183745
电子邮件：limenghan@coamc.com.cn
办事处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 2016号 A、B座 18楼
邮编：5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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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部）

0755-82215560（我办纪检监察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2014年9月23日

债权
名称

深圳市
东安石
油化工
有限公
司

地区

深圳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元）

49,897,834.25

利息（元）
截至

2014-8-27

1,933,908.99

担保情况

保证人：宏彩佳电子（深圳）
有限公司、陈干国。抵押物
为：宏彩佳电子（深圳）有限
公司法定代表人叶启明名下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澳镇南
农村洋畴湾洋畴湾花园 11
栋复式A、B两宗房地产。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关于深圳市东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太湖流域水环境监测中心于 2014 年 8 月 4～9 日对太湖流
域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进行了水资源质量监测。水质评价标准
采用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湖泊营养状况评价
采用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SL395-2007)中湖库营养状
态评价标准。

一、太湖流域省界水体水质
（一）省界河流水质
本月太湖流域省界河流 34 个监测断面，5.9%的断面水质达

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断面水质都受到不同程度污染，其中Ⅳ类占
14.7%，Ⅴ类占 52.9%，劣于Ⅴ类占 26.5%。与 2013 年同期及上
个月相比省界河流断面水质达到Ⅲ类的比例分别增加了 2.8%和
减少了 15.3%。苏沪边界 6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大、小朱厍港珠
砂港大桥断面为Ⅲ类，急水港周庄大桥、千灯浦千灯浦桥 2 个断
面水质为Ⅳ类，吴淞江石浦大桥断面水质为Ⅴ类，其它 2 个断面
水质为劣于Ⅴ类。苏浙边界 14 个河流监测断面中，芦墟塘陶庄
枢纽、斜路港章湾圩公路桥、南横塘长村桥、北横塘栋梁桥、长三
港升罗桥、頔塘苏浙交界处、江南运河（京杭古运河）北虹大桥、
双林港双林桥、新塍塘圣塘桥、澜溪塘太师桥 10个断面水质为Ⅴ
类，其它 4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浙沪边界 12 个河流监测断
面中，丁栅港丁栅枢纽、坟头港大舜枢纽、枫泾塘枫南大桥 3个断
面水质为Ⅳ类，红旗塘横港大桥、面杖港东海桥、黄姑塘金丝娘
桥、上海塘青阳汇、俞汇塘俞汇北大桥、范塘和尚泾朱枫公路和
尚泾桥 6 个断面水质为Ⅴ类，其它 3 个断面水质为劣于Ⅴ类。苏
浙沪边界太浦河金泽断面水质为Ⅴ类。浙皖边界泗安塘杨桥断
面水质为Ⅲ类。

（二）省界湖泊水质
太湖 33 个监测点，分 9 个湖区进行水质评价。评价结果显

示：本月太湖水域 11.5%为Ⅲ类，49.0%为Ⅳ类，24.3%为Ⅴ类，
15.2%为劣于Ⅴ类。营养状态评价结果显示，本月太湖 18.8%的

水域为轻度富营养，81.2%的水域为中度富营养。太湖主要水质
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高锰酸盐指数5.82㎎/L，氨氮0.06㎎/L；
太湖营养状况评价指标平均浓度值分别为：总磷 0.080㎎/L，总
氮 1.44㎎/L，叶绿素 a76.8㎎/㎥。与 2013 年同期相比，太湖水
质有所改善，主要水质指标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总氮浓度
有所下降，叶绿素 a浓度有所上升；富营养化指数有所降低。

淀山湖水质劣于Ⅴ类，为中度富营养；元荡水质为Ⅴ类，为
轻度富营养。

二、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质
东南诸河省界水体监测断面共 9 个，其中 2 个监测断面水质

未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水质均达到或优于Ⅲ类水标准。浙皖
边界新安江街口断面水质为Ⅱ类。浙闽边界 8 个河流监测断面
中，有 2 个断面水质未达到Ⅲ类水标准，其余水质均达到或优于
Ⅲ类水标准，其中寿泰溪柘泰大桥寿泰溪断面、东溪柘泰大桥东
溪交汇口下游、东溪柘泰大桥东溪交汇口上游、安溪庆元政和交
界处、松原溪马蹄岙水库坝头 5 个断面水质为Ⅱ类，竹口溪新窑
断面水质为Ⅲ类，汇甲溪南溪水库入库口、甘歧水库 2 个断面水
质为劣于Ⅴ类。

三、省界缓冲区水质达标评价
按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对省界缓冲区水质进行达标评价，

本月共评价省界缓冲区 44 个。省界河流缓冲区 41 个，有 2 个水
质达标，达标率为 4.9%。其中苏沪边界 6 个缓冲区，有 1 个水质
达标；苏浙边界 16 个缓冲区，均不达标；浙沪边界 18 个缓冲区，
均不达标；浙皖边界 1 个缓冲区，水质达标。省界湖泊缓冲区 3
个，分别为太湖苏浙边界缓冲区、淀山湖苏沪缓冲区、元荡苏沪
边界缓冲区，水质均不达标。

东南诸河省界缓冲区共 9 个，桐山溪福鼎闽浙缓冲区和照澜
溪福鼎闽浙缓冲区 2 个缓冲区水质不达标，其余水质均达标，达
标率为 77.8%。

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
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

（2014年 8月）

上海推出智慧城市建设新三年计划上海推出智慧城市建设新三年计划

青岛市北区从老工业集聚地变成现代产业集聚地——

“腾笼换鸟”换出比较优势
本报记者 刘 成

传 真

本版编辑 陈 艳 喻 剑

时 讯

江南文化节暨沙家浜旅游节开幕

山西侯马北车辆段优化劳动力配置

本报讯 近日，太原铁路局侯马北
车辆段对部分工种分工过细、技能单
一、效率低下、劳动力分布不均的岗位
实施“一人多岗、一职多能”管理。

该段对所有车间班组岗位情况进行
摸底调查，打破工种界限，实施跨专
业、跨工种兼职并岗。据统计，该段此
次“一人多岗、一职多能”涉及 6 个工
种 66 个岗位，优化后将进一步提高劳
动效率。 （侯 宣）

本报讯 记者陈学慧报道：以“弘扬
江南文化，打造休闲名城”为主题的2014
中国（常熟）江南文化节暨沙家浜旅游
节，近日在江苏常熟尚湖风景区开幕。

本届文化旅游节突出节会活动资源
整合和市场化办节两大特点，将组织举
办两岸汉字艺术节、美术精品展等 7 项
主题活动和 20 项配套活动，涵盖文
化、旅游、艺术、商贸等多个领域，同
时推出文化惠民大礼包。

温州市泰顺县位于浙闽两省交
界，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
是浙江省 6 个重点欠发达县之一。
地处山区发展空间有限，泰顺人不
等不靠走出大山、奔向市场，闯出了
一条脱贫致富的路子。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该县企业家共创办了 850
家各类专业市场，遍布全国 30 个省
区市，总投资额超过 5700 亿元，年
销售额达 8500 多亿元，年上缴税收
200多亿元。

泰顺县 36万人口，有近 15万人
在外经商，大部分从事商贸流通和专
业市场建设管理。泰顺县去年初提
出的“千市万亿”增长计划，即促使泰
顺企业家在全国承办市场的数量突
破 1000 家、总投资额超 1 万亿元。
据悉，该计划实施以来，新增专业市
场项目151个、新增投资额达1527.6
亿元。泰顺县委书记张洪国说，在外
创业的商人是泰顺最大的“资源”，支
持他们更好发展，能有效带动广大群
众走上富裕道路，实现“外出一人、致
富一家，外出几家、带动全村”。据统
计，全县农村每年仅增加劳务输出收
入一项就达100亿元以上，农民人均
纯收入年均增速超过15%。

泰顺县成立了“中国市场泰商
合作联盟”，县领导负责联系各省份的“泰商”发展情况，优化
整合信息、项目、资金、技术等多方资源，每年向在外“泰商”提
供约 30 亿元的融资。同时联合组建了市场运营管理服务公
司，支持“泰商”在人力资源管理、品牌建设维护等方面走专业
化发展之路，提高市场运营的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水平，累
计盘活市场面积近 13 万平方米。“泰商市场电子商务发展计
划”推动传统运营方式向科学化、网络化、信息化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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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开新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海市
政府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上海市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2014-2016 年行动
计划。未来三年，上海将着力实施智慧
化引领的“活力上海五大应用行动”，强
化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产业和网络
安全保障“三大支撑体系”，引导推动 50
个重点专项。

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第一轮三年行动
计划发布于 2011 年 9 月，到 2013 年底
已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在工信部组
织的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中，上海
以综合指数 111.02 排名全国第一，在网
络就绪度、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等两个二

级指数中排名全国第一。
据悉，上海智慧城市建设新一轮三年

行动计划着力上海市智慧化引领的“活力
上海五大应用行动”为：着眼城市宜居，营
造普惠化的智慧生活。到 2016 年，基于
网络的智能化公共服务基本涵盖全体市
民，将推动智慧交通、智慧健康、智慧教
育、智慧养老等8个专项建设；着眼产业创
新，发展高端化的智慧经济。到2016年，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指数达到86.5，
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2万亿元；着眼运行
可靠，完善精细化的智慧城管。到 2016
年，基于网格化的城市综合管理平台基本
覆盖全市；着眼透明高效的智慧政务。到

2016 年，上海政务信息化建设管理模式
将取得突破，信息化助力重点领域改革和
社会治理建设的效应不断凸显；着眼区域
示范，打造智慧城市“新地标”。到 2016
年，力争形成一批具有点上示范和面上推
广效应的智慧社区、智慧村庄、智慧商圈、
智慧园区和智慧新城。

强化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产业
和网络安全保障的“三大支撑体系”具体
目标为：

下一代城市信息基础设施服务能级
显著提升。到 2016 年，上海将全面建成
与当前主流技术相匹配的宽带城市和无
线城市，家庭光纤入户率达到60%，第三、

第四代移动通信用户普及率达到70%，公
共场所无线局域网接入点（AP）突破20万
个；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能力显
著提升。到 2016 年，上海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总规模达到1万亿元，信息服务业
营业收入达到 6800亿元，增加值占全市
GDP比重超过7%；网络安全综合保障能
力显著提升。将推动基础网络安全、重要
网站和系统安全、重点行业工控系统安
全、互联网内容安全等8个专项建设。

为保障新三年行动计划的落实，上
海将从完善政策法规、推进标准规范、拓
展投融资渠道、促进自主创新等方面，推
出七方面保障，改善智慧城市建设环境。

日前，记者来到山东青岛市北区工
业设计产业园。一进厂区，一栋 5 层高
的老厂房矗立在面前。这里曾是青岛
针织七厂的老厂房，现在却没有了机器
的轰鸣，整个大楼静悄悄的。走进大
楼，映入眼帘的不再是宽大的车间，而
是被分割成不同面积的办公室；里面工
作的也不再是产业工人，而是专注于工
业设计的研发人员。大楼内聚集着工
业、模具、软件等不同类别的工业设计
公司 50多家。

这是青岛市“腾笼换鸟”的成果体
现。作为青岛重要的老工业集聚地，市
北区内此前已关停并转了几十家老企
业，目前正在搬迁和列入搬迁计划的老
企业还有30余家，已经腾出了数千亩土
地，全部搬迁后可释放4000余亩土地。

“有梧桐树，才能引金凤凰。必须依
托自身优势，遵循不同产业内在规律，形
成新的产业集聚。”市北区委书记惠新安
告诉记者，经过充分论证，市北区确立了
以项目为驱动，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意设
计、文化旅游、信息科技、高端制造等现
代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方向。

“老厂区的创意改造，主题是否鲜明，
是关系到产业能否兴起的关键因素。”市
北区科技局副局长周林告诉记者，工业设
计产业园就是因为主题鲜明，对企业产生
了强大的吸引力，“当时，青岛市还没有一
处工业设计集聚地，在与青岛市工业设计
协会对接时，我们发现众多工业设计公司
有集聚发展的愿望，就规划了工业设计主
题的产业园，并花巨资引进了几台大型工
业级3D打印机，作为配套的公共技术平
台，由此形成了产业集聚。”

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是市北
区换“鸟”的有效路径。为发挥青岛科
技大学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研发优
势，利用其周边老企业搬迁腾出的老厂
房，市北区打造起了集研发、期货现货
交易、中介服务等于一体的橡胶谷，吸
引了诗董橡胶、中化国际、埃克森美孚

等 170 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今
年，橡胶谷预计产值将达到 100 亿元，
总交易额将达到 3200 亿元，成为全球
第二大橡胶交易平台。

目前，市北区利用老企业搬迁腾出
的老厂房，共发展了 13 个产业聚集园
区，无一不是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突出了鲜明的主题特色。譬如，纺织谷
依托的是青岛众多老纺织企业的技术、
人才和市场优势，打造的是集纺织产品
研发、设计、创意、交易于一体的纺织高
端产业集聚区；中航工业青岛科技园依
托的是中航工业集团前哨机械厂在行
业内的技术优势，打造的是装备制造
业、精密仪器的科技研发企业集群。

老厂房升级依托比较优势，新区域
发展同样依托比较优势。借助胶州湾
内海风平浪静的优势，市北区在靠近海
边的区域，规划了欢乐滨海城文化旅游
休闲区，大力发展滨海文化旅游。目
前，以数字文化体验中心、水上巴士、游

艇码头、文化演艺等为组合的滨海旅游
产业正快速崛起，形成与青岛前海旅游
遥相呼应的青岛后海旅游区。

“‘鸟’换了，人才结构也随之改变，
生产生活环境也必须与之相适配，才能
支撑新的产业形态。”市北区滨海新区管
理办公室主任王明世说，市北区专门组
建了滨海新区，统一规划老工业区的产
业和生活布局。“我们规划了总部大道、
商务大道、科技大道、景观大道等四条大
道，滨海文化旅游休闲区、科技商务聚集
区、都市居住服务区、创意文化体验区等
四大片区，还突出了滨海岸线的发展，一
方面要打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还要
打造适合新的产业发展的商务环境。”

记者走进市北滨海新区，看到这里
的环境已焕然一新，绿树、草坪、高楼、海
岸，整洁宜人。“不少国内顶级企业在此
落户，许多高端人才在此买房定居。未
来3年至5年，这里有望成为青岛生产和
科技服务业的聚集区。”王明世说。

青岛市北区利用老企业搬迁腾出的老厂房，打造起集研发、期货现货交易、中介

服务等于一体的橡胶谷。 本报记者 刘 成摄

本报西安 9 月 22 日电 记者雷婷报道：今年的“无车日”
宣传周，陕西西安市开展了“公交开放日”、“公交自行车骑行
体验日”、“缓堵保畅志愿者日”、“公交都市建设推进座谈会”
等一系列活动。据悉，到今年底，西安市将再添 771 个网点、
投入 2万辆城市公共自行车。

西安公共自行车公司副总经理朱曦表示，公共自行车去
年开通以来，西安市目前已经建成 375 个服务点。现有网点
分布在经开区、曲江新区、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未央区，已累计
投入 8000 多辆自行车。随着上述网点陆续投用，全市办卡
量在逐月增长。目前全市开通自行车功能的长安通卡已增至
8.76万张，公共自行车的日租用次数已经达到 3.75万余次。

将再添 771个网点

西安城市公共自行车助绿色出行

本报讯 记者何伟报道：海南省政
府办公厅近日出台有关海南省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重点部门分工方
案，明确2017年底基本淘汰“黄标车”。

海南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重点是做好
控尘、控车、控煤，减少污染物排放，力争年
度优良天数达95%以上。海南还将加快淘
汰“黄标车”。到2015年底，基本淘汰2005
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到2017年底，
基本淘汰全省范围内的“黄标车”。

海南2017年底基本淘汰黄标车海南2017年底基本淘汰黄标车

山东德州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山东德州打造新能源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王金虎、通讯员王建

建报道：便携式太阳能烤箱、太阳能空
调、太阳能锅炉等近 2000 种太阳能及
节能环保产业的最新技术产品，日前在
第四届中国德州太阳能开发利用博览
会上亮相。

近年来德州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
逐步形成太阳能、生物质能、风电装备
制造、新能源汽车和地源热泵五大产业
集群，聚集了皇明、中大贝莱特等一大
批知名企业，年销售收入达 450 亿元。

本报武汉 9 月 22 日电 记者郑明桥、通讯员张琦报道：
从今日起，“中铁银通卡”在武石、武冈城际铁路正式发行。3
天后，武石、武冈城际列车将正式开通“中铁银通卡”刷卡进出
站和乘车业务，乘坐城际列车往返于武汉、黄石、黄冈等地的
旅客将得到更为便捷的出行服务。

据介绍，中铁银通卡是中铁银通支付有限公司发行的内
含磁条账户和电子芯片双介质的实名制预付费卡。磁条账户
主要用于通过车站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互联网等渠道购买
火车票，电子芯片主要用于直接通过铁路闸机刷卡进站乘
车。中铁银通卡将电子芯片的强大存储功能以及电子现金的
快捷扣缴方式与铁路实名制以及高铁便捷乘车进行了有机结
合。该电子芯片可以存储持卡人身份信息及 31 天内的乘车
记录，芯片内的电子现金可以反复充值。

让同城生活更加高效便捷

武石武冈城际列车可刷卡进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