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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名称

一期

二期

天津市港龙国际海运有限公司

大连航运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亿诺工程轮胎有限公司

东莞鹏欧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安利恒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高帮纺纱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和顺焕晖金属制品厂
佛山市盛益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世立纺纱实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新成昌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二期
佛山市顺德区新成昌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一期

佛山市顺德区正巧洗染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明泰织布厂
湖北省宏威化纤实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东兴食品有限公司
吉安市鑫兴实业有限公司
四会市星德纸塑制品有限公司
湖北轩坤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荣辉天然气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中洲纸业有限公司
北京钰茂东来石材有限公司
湖北省龙感湖力达棉花纺织有限公司
宇天(福建)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杨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眉山市物资有限公司

眉山市物资有限公司、天全
县天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租赁合同名称及编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1】租字第(B-017)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2】租字第(B-064)号)

1.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08】租字第(B-019)号)
2.船舶融资租赁项目之补充协议一
3.船舶融资租赁项目之补充协议二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09】租字第(B-029)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2】租字第(B-024)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2】租字第(B-006)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2B-ALHJS)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1B-GBFS)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2B-HHJS)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2B-SYXJS)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2B-SLFS)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2B-XCCCY)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09B-XCCCY)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1B-ZQXR)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3B-MTZB)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5B-HWHX)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5B-DXSP)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2B-XXSY)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2B-XDZS)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6B-XKSY)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3】中小租字第(ZHDB12B-KLTRQ)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6B-ZZZY)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QDB05B-YMDL)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ZHDB02B-LDFZ)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HXJG06B-YTSY)号)
《融资租赁合同》(国金租【2014】中小租字第(HXJG06B-YYKJ)号)

抵押人、保证人名称

保证人:四川东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四川东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万国祥
保证人:天津市凯威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津滨海港湾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津市滨海天保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人:于春来、张玉珍、于广东
抵押人:天津市滨海天保疏浚工程有限公司
保证人:大连海运燃料供应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宏宇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赵洪均 保证人配偶:王振美
保证人:山东亿诺工程轮胎有限公司
抵押人:山东亿诺工程轮胎有限公司
抵押人:东莞市洪梅农业发展总公司
抵押人:郭文娟
保证人:臧文君、陈一萍
抵押人:鹏欧发展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中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展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华夏金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保证人:华夏金谷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租赁物

-

-

港龙 5、港龙 6挖泥船

连航浚 1、连航浚 2挖泥船

全钢鼓成型机等 46种设备

服装印染设备,包括锅炉、扎染机、印
花机、培烘机等配套设备

力劲压铸机一批
梳棉机等机器设备等九项共计 85 台
设备
力劲压铸机等共计 50台设备
数控机等共计 16项生产设备
剑杆织布机 30 台、织布机 70 台共计
100台生产设备

印刷机等 7项生产设备

切纸机等共 10项机器设备

浆染机配套工程、浆染机等一批生产
设备
金德剑杆织机等一批设备
自动给棉机等共 49项设备
制冷设备等共计 23项设备
50T 冷压机等共计 32项设备
1.575米涂布机等共计 8项设备
数控车床等共计 29项设备
金星 CNG压缩机组等共计 8项设备
双面涂布机等一批设备
磨机等共计 21项设备
消弹机等共计 68项机器设备
两套镀锌生产线设备
2项饮料罐生产线设备

标的债权余额

26,074,981.65

44,800,392.28

266,393,015.08

105,242,575.72

160,675,380.86

31,140,914.56

22,920,545.17

9,041,423.06

15,124,322.69
12,865,411.41

23,002,918.79

13,338,001.84

8,107,770.71

13,440,755.88

24,827,268.77
31,726,150.51
31,629,615.51
18,370,946.94
20,107,453.59
14,713,322.84
25,389,108.94
24,129,046.98
20,452,217.15
27,932,942.91
26,630,832.52
29,032,825.74

根据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受让方”）
于 2015 年 9 月 29 日签署的 《资产转让合同》，转让方
已将其在下表所列租赁物、融资租赁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
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承租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

据此，请有关承租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
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如承租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联系人：曾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5453

2015年11月9日

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

资产转让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以上清单仅列示截止 2015年 3月 31日的债权金额，债权实际金额以生效法律文书或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标准计算为准。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深圳市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伟贤
住 所：深圳市深南东路中建大厦 26楼
联系电话：0755-82900033 0755-82900788

丁 霞

联系电话：0755-83161258 15005237218
住 所：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王营镇北京东路 46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借款合同编号
或签订日期

（94）圳中银托
字第 41118号

（97）信借字第
0267号

（98）福 抵 第
013号

（99）福借字第
021号

1994年6月9日

（95）沙人字第
7361028号

（99）上借字第
0157号

（97）蛇借字第
0134号

（97）蛇借字第
0009号

借款人

深圳市南华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黄金灯饰有
限公司

深圳市莱金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市雅深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宝安区宏通
置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利金泰实
业有限公司

深圳士必达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丰河洗染有
限公司

深圳市瀛利华工
贸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合计（单位：元）

500,000.00

700,000.00

707,653.40

4,800,000.00

1.00

92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3,000,000.00

利息(暂计至
2010.9.20）

2,117,463.28

571,339.27

1,122,481.68

5,646,121.42

3,537,770.11

1,840,523.79

1,127,853.02

3,161,067.59

3,995,984.29

担保人

深 圳 市 华 寿 投 资 发
展有限公司

深 圳 格 尔 顿 包 装 材
料有限公司

深 圳 市 昊 商 实 业 有
限公司

深圳航运宾馆

深 圳 正 发 实 业 有 限
公司

深 圳 市 丰 河 实 业 有
限公司

深 圳 市 金 政 华 运 输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或
签订日期

1994年 11月 8日

1997年 9月 3日

1999年 4月 30日

1995年 8月 25日

1999年 10月 12日

1997年 10月 16日

1997年 1月 13日

诉讼
情况

中止
执行

终结
执行

终结
执行

终结
执行

执行
中

终结
执行

中止
执行

终结
执行

终结
执行

根据深圳市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与丁霞（受让方,身份证号码：320821197511137108）于 2014 年
12月 3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予
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人和担保权人。

据此，请有关借款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如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甘肃敦煌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描绘了我国

“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宏伟蓝图，并将创

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可以

说，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的主

战略，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未来一

个时期，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

否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宏伟目标，关

键看我们能否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

根本性转变，从传统发展模式的“蒸汽

机”“内燃机”，转向创新发展模式的

“核动力”。

深圳经济特区只有短短 35 年历史，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建市之

初 ， 全 市 大 学 、 科 研 院 所 数 量 都 是

“零”。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似乎没有

资格谈“创新”。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

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

过特区历任领导和一代又一代建设者坚

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把创新从科技发展

战略、产业发展战略上升为城市发展的

“主导战略”，推动深圳从当年的“科技荒

漠”成长为生机勃勃的“创新绿洲”。目前

全市已拥有各类科技研发机构 1200 家，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28.1 万人，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5500 多家，R&D 投入占 GDP

比重达 4.02%，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

国比例约一半。全球最大的通信设备制

造商华为、最大的新能源动力电池生产商

比亚迪、最大的即时通讯服务商腾讯、最

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华大基因、最大的超

材料研发机构光启研究院，还有大疆无

人机等一批迅速崛起的新生力量，都是

从深圳诞生成长、从深圳走向世界。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战

决胜”时期。这是一场新的重大变革，

需要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的协同推进，更需要科技发展

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的

紧密结合。目前，深圳是中国首个以城

市为单位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我

们将与珠三角和全国各地密切协同，与

世界各国开展务实的开放创新合作，努

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中心，打造产业

创新最强、市场环境最优、国际化程度

最高的“中国硅谷”，使深圳成为区域发

展的“核引擎”，为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为促进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创新发

展，国家在深圳珠江口东岸 15 平方公里

的地区布局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这一片区拥有自贸试验区、深港

合作区、保税港区、法治示范区、人才

特区和金融业试验示范窗口等叠加优

势，实施“比经济特区更特”的先行先

试政策。我们注重深港合作，建立深港

高层会晤机制，明确三分之一土地面积

提供给港人港企，设立全国首个针对香

港青年创新创业的“深港青年梦工厂”。

我们注重制度创新，率先开展跨境人民

币贷款业务，率先成立民营互联网银

行，率先实现外商投资准入“一口受

理”，率先推动深港检测结果互认，率先

探索制定全国最短的“负面清单”，努力

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我

们注重法治建设，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

回法庭以及 3 个国家级法律查明机构均

落户前海，全国唯一的自贸区仲裁联盟

成立运行，前海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营商环境正在加速形成。目前，前

海入驻企业累计达 5 万家，平均每天新

增约 200 家，其中金融、物流、科技和

信息服务业是主导的产业类型，实现了

“一年一个样”的变化。展望未来，我们

将把前海作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自贸区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综合

性平台，促进金融创新、科技创新、产

业创新的互动融合，激发出更大的发展

能量。

作为一座年轻的城市，深圳过去 35

年引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取得了

辉煌的发展成就。在新的发展时期，深

圳旗帜鲜明地提出“勇当‘四个全面’

排头兵、努力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的更高目标。

（作者系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
书记）

强化创新驱动力 打造区域发展极
马兴瑞

“最近每天都有人来咨询投资
项目。”记者在位于皖东的苏皖边界
小镇来安县汊河镇采访时，汊河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健介绍说，在
国家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南
京江北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等利好
政策的影响下，这个边界小镇对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企业的吸引力越
来越大。

作为安徽省距离南京最近的城
镇，汊河自 2009 年 1 月获批筹建省
级经济开发区以来，一直致力打造
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无缝对接平
台。3 月才从沈阳调任的友日久包
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金平，对
汊河高效的政务环境和周到的企业
服务感触颇深，“这里好像是我们的
家，企业能享受到无微不至的贴心
服务”。他告诉记者，今年春天有部
分员工离职，眼看影响生产，他一筹
莫展。开发区了解情况后，举办专
场招聘会，企业很快招聘了 40 多名
员工到岗。

筑得良巢凤自来。如今的汊河
已成为客商投资的热土，已累计签约入驻企业 155 家,其
中亿元以上企业 53家，协议总投资 172.64亿元。中车集
团、香江集团、碧桂园、雅居乐等一批投资超 10 亿元、百
亿元的大项目相继落户来安。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已入
驻企业 77 家，协议引进资金 89.58 亿元。轨道交通装备
7 大主要构件 168 个主要产品中，产业园现可生产 70 个
产品，成为长三角零配件重要生产加工基地。金太阳装
饰城 2011 年 9 月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苏皖装
饰建材批发总部基地”称号。目前，装饰城已建成并投入
运营的展示区、仓储区、加工区面积合计 71 万平方米，入
驻商贸企业 39家，发展个体商户 563户。

以产聚人、以城聚人。孙健介绍，今年 9 月，华夏幸
福基业在安徽省的首个 PPP 产城一体开发项目相中汊
河，将对汊河及周边范围 180 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整体
开发，打造江北水岸科技新城。

筑得良巢凤自来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韩先秀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为进一步促进农民
工就业创业，今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在全区认定了39个重点扶持建设的农民工培训实训基地。

据悉，在重点扶持建设的农民工培训实训基地中，区
直和市级技工学校（职业学校）共有 14 所，县级职业技能
定点培训机构有 25 所。自治区对确定的自治区重点扶
持的实训基地给予补助，补助专项资金用于培训设备购
置、开展培训实训相关课程、聘用指导教师、加强师资培
训、基地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开支。获得自治区补助扶持
的实训基地，在获得补助后两年内，市级农民工实训基地
农民工培训能力每年不少于 500 人，县级农民工实训基
地农民工培训能力每年不少于 300 人，到实训基地参加
培训的农民工比获得补助前增加 10%以上。

本报讯 记者吴陆牧报道：据重庆海关统计，截至
11月 3日，渝新欧班列年内开行数量已突破 200 班，比
去年增加近 1倍。其中，进口 68班，出口 132班，同比
分别增长 7.5倍和 1.1倍。

“今年以来，海关通过设立专项工作推进小组和开
通绿色通道等方式对渝新欧班列实施对口服务，并推出
多项通关监管便利举措加大支持力度，取得良好效
果。”重庆海关驻车站办事处负责人唐明江说。据介
绍，在提高班列通关效率方面，海关持续优化通关监管
流程，确保班列在内陆其他关区二次转关便捷顺畅。

据了解，近年来渝新欧班列影响力不断扩大，辐射
集聚能力持续增强，货源来源地也更加广泛，去程班列
主要货源地已从以重庆为核心的西南周边地区延伸至东
南、华南等地。

渝 新 欧 班 列 开 行 突 破 200 班
比去年增加近一倍

广西扶持建设 39 个农民工培训基地
区财政对基地给予补助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为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辽宁依
靠市场活力、内生动力与社会合力稳增
长，着力巩固经济运行向好趋势。

激发市场活力，跑出加速度

保留权责事项 1928 项，精简比例
高达 55%⋯⋯继辽宁省政府工作部门权
责清单公布之后，企业投资项目准入负
面清单 （试行） 随之发布。除明确列出
的禁止、限制投资行业、领域和产品，

“清单之外即可为”，同时先期确定在鞍
山市和沈阳市铁西区试点：沈阳下放 34
项市级权限到铁西区，铁西为企业提供
无门槛进入的发展环境。

优化投资环境、激活市场，市场的
回报显而易见：听不见机器的轰鸣，每
年却有近百万件泳装包裹从这里发往全
球——在葫芦岛市兴城滨海经济区，像

“小桃泳衣”一样的电商企业及网店已
达 6000 多家。辽宁省省长陈求发说，
市场上涌现出来的很多新技术、新产
业、新产品、新业态，往往是放开市场

“放”出来的。今年前三季度，辽宁新
登记各类市场主体 11.6 万户，同比增长
25.7%。

大项目也纷至沓来。中储粮东北综
合基地项目 10 月在盘锦港区内开工，
这个总投资 150 亿元的大项目，对于发
展地方经济乃至带动上下游产业将发挥
重要作用。嬗变后的活力吸引着央企、
知名民企、外企的目光。截至 8 月底，
仅沪企辽宁行签约的重大合作项目，累
计已完成投资 736 亿元。辽宁省政府经
贸代表团出访欧洲推进了 43个项目。

如今上项目，不再剜到筐里都是
菜。在阜新市，徐工集团等知名企业的
陆续进驻，正在优化着当地的产业结
构。阜新市委政研室主任董彦超说：

“煤企一感冒、全市都打喷嚏的时代，
已一去不复返了。”

培育内生动力，找到结合点

通过出台促进商贸流通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等举
措，消费对辽宁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逐步
增强：前三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 7.8%，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3 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生产性服务
业分离的快速推进等，正在助力辽宁全
省服务业逆势而上，大连市上半年服务
业则超过工业跃居首位。

扩内需，新的动力又在何处？辽宁
正在新型城镇化中寻找稳增长、调结构
的黄金结合点。

刚刚公布的 《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规
划》 明确，到 2020 年，全省解决 500
万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 300

万人的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解决 300
万新增人口城镇化，并全面建设宜居乡
村。扩内需，辽宁还把重点更多地放在
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前三季度，全省涉
及群众利益的教育等民生支出占总支出
比重达七成以上。

用好社会合力，协作谋共赢

截至目前，全省推广的 PPP 模式项
目总投资已经达 5600 亿元。政府和社
会资本的合作，不仅提高了公共产品供
给能力和水平，且发挥了社会投资推动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

“今年，辽宁拿出 100 亿元设立产
业 （创业） 投资引导基金。基金有两个
指向，一方面引导创新企业发展，一方
面进行新兴产业项目投资。”辽宁省发
改委研究室主任沈强说。

企业合力也在渐渐生成。不再是以

往简单的“抱团”，企业间正以多种形
式展开协作，或围绕产业链增值，或协
同创新，目标只有一个——合作共同开
拓市场。今年以来，辽宁机器人、核电
装备等产业联盟纷纷建立。据介绍，这
样的联盟辽宁省内已有 10 多个，对于
工业稳增长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为实现稳增长，辽宁还借助区域间
协作生发合力。今年 9 月，东北三省一
区在营口市签署物流合作发展战略协
议，决定携手打造“辽满欧”综合运输
大通道，这标志着辽、吉、黑、内蒙古
交通物流互联互通迈入历史新阶段。

市场活力、内生动力与社会合力三
力合一，经济在提质增效中呈现向好趋
势。近日召开的辽宁省委十一届十次全
会对当前经济形势给出这样的预判：下
半年主要指标降幅将继续收窄，有望企
稳回升；预计到明年上半年，有望恢复
到正常的增长态势。

辽 宁“ 三 力 合 一 ”稳 增 长
本报记者 张允强 通讯员 王海涛

工 人 在 沈 阳 华

晨 宝 马 生 产 线 上 工

作 。 辽 宁 正 以 全 面

深化改革为统领，努

力稳增长，为全面振

兴 老 工 业 基 地 增 添

原动力。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