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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又多了
一个新机会，该公司位于通山县的太平
山风电场项目获得省发改委批复。短短
两天内，被批复核准的还有大唐电力、华
润电力和湖北能源集团等企业的十个风
电项目。

2017 年，国家能源局下达湖北省风
电开发建设计划301.67万千瓦。到去年
底，共核准风电项目 46 个、容量 277.94
万 千 瓦 ，年 度 开 发 建 设 计 划 完 成 率
92%。2017 年前 11 个月全省风电发电
量 44.6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1.36%。
平均利用小时数据中部六省第一。湖北
正“追风逐电”培育能源新动能。

补齐短板 风能后来居上

湖北省“缺煤、少油、乏气”，以水电
火电著称，2017 年底，水电站约有 2400
家，如著名的三峡电站、葛洲坝电站；火
电站130家，如汉川电厂、阳逻电厂。

湖北省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全省全口径装机容量7124.48万
千瓦，水电 3671.49 万千瓦，占 51.53%；
火电 2786.71万千瓦，占 39.11%；太阳能
413.45万千瓦；占5.80%；风电252.83万
千瓦，占3.55%。

风电虽然是“老幺”，但潜力巨大。
据测算，湖北省风能资源总储量为 2775
万千瓦，高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
三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240万千瓦，是
葛洲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 271.5 万千瓦
的10倍。

湖北风能资源主要聚集在 3 个区：
通山九宫山、利川齐岳山等山体相对独
立的中高山地区；大悟仙居顶、钟祥华山
观、随州大风口等鄂北岗地到江汉平原
的冷空气南下通道区域、黄冈龙感湖等
湖岛及沿湖地带。湖北风力冬春强盛、
夏秋减弱，正好与丰水、枯水期相反，风

能正好与水电形成互补。
2003 年 9 月份，通山九宫山风力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是湖北和我国内
陆地区首个风电项目。总投资 5 亿元，
总装机容量 15.6 万千瓦，一期工程装机
1.36 万千瓦，引进西班牙 16 台 850 千瓦
风力发电机，2007年11月6日投入商业
运营。此后，湖北风电项目的发展如火
如荼。

荆门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
辛永军介绍，以前中国风电集团有限公
司风电项目投资集中在东北、西北、华
北，近年北方市场逐渐饱和。2009年以
后，公司调整战略部署，将风电项目投资
区域扩大到南方。

来自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最新数据
显示，截至目前，湖北并网运行的风电场
已经达到40座，装机总容量238.43万千
瓦。预计 2018 年风电装机新增 163 万
千瓦，累计装机 431 万千瓦，同比增长
60.82%；全网风电发电量预计达到64亿
千瓦时，同比增加 33.33%；全网风电发
电利用小时数将达2020小时。

“以风电为代表的再生能源产业在
湖北高速发展，既有湖北优调能源结构
的自身需求，还有外部因素。”湖北省能
源局副局长余有松介绍说，“新能源的发
电量相当于火电厂少烧了3200万吨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亿吨”。

政策叠加 吸引产业集聚

近日，湖北利川中槽风电项目首台
风机开始吊装施工，标志着该项目进入
施工尾声，这也是湖北能源集团在利川
建设实施的第四期风电项目。

恩施州被誉为华中清洁能源之都，
是中国内陆十大风场之一，也是全省风
力发电规模化示范区。“选择投资恩施风
电，除了恩施丰富的风能资源，也离不开
财政税收优惠政策。”湖北能源集团齐岳
山风电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培柱说，作为
目前恩施州规模最大的风电企业，2009
年至今已累计投入13.5184亿元，装机容
量15万千瓦。

“风力发电是长线投资，稳健运行的
风电场需要 10年左右收回投资，建设初
期资金压力大，回本时间长，资金短缺，
很多民营企业难以承受。”宋培柱说，风
电 企 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约 占 总 投 资 的
85%。购进风电机、调向装置、叶片等固
定资产可以抵扣进项税，“相当于投资打
了八五折”，齐岳山风电站前三期工程固
定资产抵扣税款达1.95亿元。

恩施州国税局货劳科科长姚皓介绍
说，“风电企业从生产经营开始就得到税
收优惠，还能享受财政补贴，2014 年齐
岳山风电站一期工程并网发电以来，全

州风电企业累计发电量已超过 36 亿千
瓦时，营业收入 20.9 亿元，获财政补贴
6.5亿元”。

随着科技进步和国家优惠政策加
码，投资风电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风电工
程单位造价已从 2009 年以前的每千瓦
逾 1 万元下降到 7500 元左右。引来华
润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电集团、
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华能集团、中国广核
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等十余家能源
巨头在鄂“抢滩登陆”。

除了税收政策扶持，对风电产业发
展，国家还有一系列扶持政策。华润宜
城板桥风电场项目副总指挥张佳介绍
说，国家对风力上网电价实施补贴，2018
年1月1日后，0.1539元/千瓦时，入网价
普遍在 0.61 元/千瓦时至 0.62 元/千瓦
时。“省级补贴标准0.07元/千瓦时，仅针
对 2015 年底前全部建成并网且纳入省
能源局省级补贴目录内的发电项目。所
以，企业成立越早，电价越高。”

傲立“风口”更需科技创新

日前，保康县后坪镇黄连山风力发
电场共有 24台风力发电机组投入运营，
总装机4.8万千瓦，采用全球领先的低风
速发电技术，年上网电量达8280万千瓦
时，年发电收入4955万元。

“国家政策这么好，企业快速发展的
信心更足。”保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经理
方韬说，“公司已与县政府签订近 80 万
千瓦的风电开发协议。方韬算了一笔
账，8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是目前该县小
水电装机总量的8倍”。

保康县风电产业的发展只是全省风
能利用的一个缩影。湖北省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划明确，坚持集中开发与分
散开发相结合，加快推进资源较为丰富、
消纳条件较好的随州、孝感、恩施、襄阳
等地实现风电规模化集中高效开发利
用，推动风能资源适宜、靠近负荷中心的
分散式风电项目建设。到2020年，新增
风电装机容量365万千瓦，累计达到500
万千瓦，意味着要比 2015 年的 135 万千
瓦增加近3倍。

湖北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
局局长甄建桥表示，将加大政策扶持力
度。全面落实国家、省级各项优惠政策，
加大对能源发展的财政、税收、土地等方
面政策支持力度。

甄建桥同时指出，风力发电并非“一
好百好”，尽管风电开发报批严格，前期
要完成土地、环境影响、水土保持、地质
灾害等 11项专题评审，但风电项目潜在
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噪音污染等问
题，还需要通过思维创新、科技创新来
解决。

“风能利用任重道远。”国家能源局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表
示，在已经形成比较大规模的陆地风电
发展中，要通过技术进步、市场化机制创
新，率先使部分资源优越的地区风电能
在 2020年至 2022年基本不依赖补贴发
展，同样考验着风电企业的“生存智慧”
和发展能力。

2020年新投产300万千瓦风电，再生能源产业高速发展——

湖北：“追风逐电”培育新动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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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数量大、品质优，截
至 4 月上旬，网上订购已达
到 120 万单，线下采购商也
发出上百张大订单”。山东
省平度市云山镇大棚樱桃季
刚开始，1.7万亩大樱桃果尚
在枝头“主”已定。

据了解，云山大樱桃旺
销，一方面得益于近 5 万亩
云山大樱桃具有“农产品地
理标志认证”的金字招牌，另
一方面也得益于平度市实施

“互联网+服务再造”行动计
划，推动冷链物流、电子商务
进农村的举措。

“自 2016 年起，平度依
托专业电商销售公司，在为
农户免费提供淘宝店铺运营
培训的同时，在京东、淘宝等
电 商 平 台 推 出‘ 平 度 特 产
馆’，集中推出云山大樱桃等
特色农产品预售服务。这次
短短半个月时间实现线上订
购 120 万单，就是各方长期
努力交出的‘漂亮答卷’。”云
山镇党委书记孙广林说。

“云山镇是山东省最大
的大棚樱桃集中种植区，樱
桃产量大、身价高且供不应
求。1.7 万亩大棚樱桃每年
产果达1700多万公斤，预订
总量达到总产量的 90%以
上。”云山镇农业服务中心主
任柴洪培向记者介绍，“云山
大棚樱桃成功将山东樱桃季
提前一个半月，是为数不多
几个可以满足全国‘食客’尝鲜的樱桃产区”。

品质保证为订单模式的开启增添了砝码。云山镇的
地理位置、土壤结构及气候状况适宜樱桃树成长成活，生
产出的大樱桃个头大、果型好、色泽艳、口感佳。

近年来，云山镇把大樱桃产业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突破口，采取政策引导、资金扶持、市场建设等
措施，使全镇大樱桃产业发展与市场完美衔接。目前，全
镇年产大樱桃3200万公斤,带动农民增收10多亿元，全
镇74个村庄涌现出大樱桃种植专业村47个。

“5 月中下旬，露天樱桃将红透，与大棚樱桃无缝衔
接，形成近 100天的云山樱桃季。”孙广林介绍：“今年大
棚樱桃订单数量、预计成交金额都远超去年，加上云山旅
游采摘线路的打造，今年云山大樱桃会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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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上海宝山区政府与华域
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日前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围绕
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叠加政策、规划和产业等优势，联
手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宝山集聚发展。

华域汽车将在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研发制造领
域整合优势产业资源，优先在宝山布局发展有关项目。
宝山将从规划导向、产业政策、项目建设等方面提供综合
式、全方位服务，保障项目落地，促进加快达产。双方明
确，华域麦格纳电驱动系统和华域驱动电机两个项目将
于年内在宝山工业园区先期启动。

在集聚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宝山具有明显的
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同时，作为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
实践区和智能制造集聚区，不仅汇聚了发那科机器人等
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也集中了西德科汽车座
椅、爱德航汽车部件等一批实力突出的汽车零部件生产
企业，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延伸。此外，宝山与复旦
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院校在新材料、机器人、新能
源等领域联合开展了技术攻关等产学研合作。

在上海市经信委、上汽集团等部门牵线推动下，宝山
区和华域汽车明确互为战略发展重点，着力培育产业集
群，推进汽车零部件等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

与华域汽车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

上海宝山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联合福建省国
税局先行先试，以金税工程业务系统为依
托，深化业务、流程、技术、管理创新，构建
了“金税工程·电子税务局”福建样本和范
例，着力推进流程便利化、办税无纸化、渠
道多样化、管理数字化，满足纳税人不断
增长的应用需求，为广大企业和纳税人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和便利。

变“群众来回跑”为
“多部门协同掌上办”

“现在办税太方便了，用电脑、手机上
网，随时随地点一点，各种涉税业务和难
题都可以快速解决，每个月节省了近3个
工作日的时间。”厦门湖里国投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李锦赐高兴地说：

“多亏了税务部门推出的这个‘闽税通’
APP，再加上湖里国税、地税工作人员的
耐心指导，以后办税更轻松了。”

让纳税更加便利是福建国税、地税系
统通力合作的出发点之一。福建省国税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紧跟数字福建的发展

脚步，福建省国税局、地税局不断拓宽服
务融合范围，强化信息共享，将福建省国
税原有的“闽税通”与福建省地税“3A 移
动平台”整合，打造出能通办国地税两家
业务的平台，即 4月 2日正式开通上线的
新“闽税通”APP，将涉税事项办理要“群
众来回跑”变为“多部门协同掌上办”，大
幅度提升了纳税人办税便利化程度。

作为国地税“互联网+税务”领域一
项创新合作，“闽税通”APP 办税服务不
仅从现实空间延伸至移动互联，而且从复
杂的多项操作转化为简单的一键按钮，实
现一键查询、一键零申报、一键缴税款，纳
税人办税更便利。“闽税通”APP 也彻底
解决了国地税业务不能互通、纳税人办税
两地跑、执法“多头查”和处罚“多标准”等
多个问题，最大限度释放“放管服”红利，
创立了“闽税通”服务品牌。

如今，厦门市国、地税局 100%税务
审批、备案都可全程网上办理，打造出“全
流程网上办理”“无纸化办税”和“全天候
办税”格局。同时，国地税还结合地区经
济发展情况，广泛征求辖区纳税人意见和
建议，创新网上办税渠道和方式，不断提
升纳税人满意度。为实现纳税服务一对
一、面对面，提高纳税人咨询效率，厦门市
湖里区国、地税局还分别成立税企微信
群，实时在线为纳税人解答疑难问题。

“通过微信就可以查询税收政策、办
业务、上辅导课程。不仅如此，我加入的
税企微信群里还有专业的税务人员帮我
解答问题，非常方便，这不就是我们‘口袋
里的税收微管家’嘛！”厦门日诚服饰有限
公司负责人林逢河称赞道。

从“办税大厅办”
到“随时随地办”

福建省地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福建
税务系统通过深化国地税合作，深入推进

“互联网+税务”计划，不断加大业务和技
术攻关力度，先后推出电子税务局，推广

“一窗一人一机”联合办税，拓展涉税事项
网上办理、自助办理等范围，促进所有涉
税事项从“办税大厅办”到“随时随地办”，
一系列措施持续优化了税收营商环境。

税收信息在网上跑不仅方便了纳税
人，还形成了海量的信息，成为信息共享
和大数据决策的“富矿”。在共享税务登
记、发票开具、申报征收、非正常户认定、
欠税信息等日常征管数据的基础上，从
2017 年起，福建省国地税局还将纳税信
用、税务稽查、风险管理等信息纳入共享
范围，进一步增强了信息合作广度，提升
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实施近5年来，信

息共享给福建各地带来了“火箭”般的税
务办理速度。

利用共享数据，福建各地还有效拓展
了“全市通办”的项目内容。三明市国税
局、地税局主动作为，共同建立了“建筑业
工程项目登记管理台账”，实现了全市外
建合同金额、合同执行及税款缴交等涉税
信息的实时共享。同时，双方还在“金税
工程三期”系统中提升相关操作权限，在
全省率先实现纳税人在工程所在地同城
通办。

在纳税信用信息共享方面，福建国
地税和银监部门开始推动“银税互动”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活动，将企业纳税信
用与融资信用相结合，通过共享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为企业提供“增信”渠
道，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截至目
前，福建国地税已与建设银行福建分
行、交通银行福建分行、兴业银行等12
家金融机构签订了“银税互动”合作协
议，陆续推出了“税易贷”“税贷通”和

“税融通”等一系列金融服务产品，并率
先扩大“银税互动”受惠对象。

下一步，福建省国地税将继续优化
“闽税通”办税功能，提升平台站位，打响
福建税务“三通一平一突破”品牌，继续推
进数字税收建设，进一步助力数字福建和
数字中国建设。

打响“三通一平一突破”品牌

福建：信息化开创智慧税务新格局
本报记者 薛志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
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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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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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联系商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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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日。
联系人：周先生、曾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5573；0755－82215453
邮件地址:zhouwen9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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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
部门）
0755-82215560（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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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18年4月18日

序
号

1

债权名称

深圳市宝文乐
实业有限公司

所在
地

深圳

币种

美元

本金

1,616,028.91

利息（暂计至
2018年3月

31日）

4,196,851.16

担保
情况

抵押
＋

保证

当前资
产状况

执行中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深圳市宝文乐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