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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个项目签约

新业态新技术亮相“西洽会”
本报记者 吴陆牧

纯电动汽车、分拣机器人、水陆两栖无人机、石墨烯轻
颜嫩肤仪……5月25日至28日，第二十一届中国西部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简称“西洽会”）在重庆举行，国内外参展
商带来的新科技和新产品齐聚亮相，引人注目。

本届“西洽会”是经国家批准，由中国（重庆）国际投资
暨全球采购会（简称“渝洽会”）更名升级而来，由商务部、水
利部、中国贸促会和重庆市政府共同主办。记者了解到，此
前“渝洽会”已成功举办20届，在展览规模、参会客商、经贸
活动质量等方面居于西部领先地位，成为国内一流综合性
大型国际展会。

重庆市商务委主任、“西洽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张智
奎表示，“渝洽会”更名为“西洽会”，意味着展会升级为服务
西部、服务全国、服务“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的国家级展会，
也体现了重庆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发展考
量，彰显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格局。

记者注意到，与往届相比，本届展会的内涵更加丰富、
规模更加宏大、国际色彩更加浓厚。本届“西洽会”吸引了
俄罗斯、英国、德国等67个国家和地区的7300多家企业前
来参展参会，其中包括 291 家世界 500 强、66 家央企和
2000多家跨国公司。2万多名海内外客商云集，从一个侧
面折射出开放的西部已经成为投资的热土。

创新引领，展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是本届“西洽
会”的一大亮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技术和产品在展会上备受关注。在重庆
两江新区展馆内，一款名为“柚瓣”的智能机器人吸引了众
多目光，它不仅能说会唱，更能为老年人测量血压血糖、提
醒用药，紧急时刻还能远程呼叫。据重庆柚瓣家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柚瓣机器人是国内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于养老终端，并为老人量身定制的居家养老生活服务
机器人，目前该机器人已经投放市场。

一大批高质量项目的成功签约，凸显出西部地区吸引
投资的能力。如我国最大的再生金属综合利用企业——中
国金属资源利用有限公司与重庆垫江县签署合作协议，计
划投资10亿元在垫江打造西部再生铜产业发展基地；苏州
同捷汽车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将投资 56亿元在重庆合
川区布局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基地以及同捷西部研究院总
部；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将在重庆高新区设立西区总
部，构建完整的人工智能生态圈。数据显示，截至 5 月 27
日，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1个，总额5096.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以“西洽会”为平台，央地合作发展步伐
加快。本届“西洽会”期间举行了“央企重庆行”主题活动，
中央企业与重庆现场签订了 42 个合作项目，涵盖城市建
设、军民融合、能源开发等各个方面，签约总金额达1729.6
亿元。比如，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将投资200亿元，
参与重庆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项目，在流域治理、环
保小镇、土壤修复与治理等领域开展合作；中国航油将在重
庆启动中国航油西南战略储运基地项目，增强西南地区航
油保障能力等。

23家煤炭企业集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去产能”“环保”成高质量发展主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从煤炭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看，许多煤炭企业都把落实

中央煤炭去产能的工作部署作为企业重要经济使命，努力提质增

效；同时，企业还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开采作为重要发展

理念，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加快转型升级，加速打造行业发展新

动能——

近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召开 2018
年煤炭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
共有 23 家煤炭企业发布了 2017 年度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

把去产能作为重要任务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
重点任务之一，也是煤炭行业实现脱困
发展的重大举措。2017 年煤炭企业把
抓好去产能工作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
要经济使命。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周东洲说，2017 年全年中煤集团共完
成3座矿井去产能任务，退出产能1210
万吨，占中央企业煤炭去产能总任务的
一半。

落后产能退出后，中煤集团紧跟市
场变化，科学安排生产，生产经营稳定有
序。2017 年，集团完成商品煤产量 1.54
亿 吨 ，同 比 增 长 13%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168.1亿元，同比增长 50.3%；实现利润
总额61.8亿元，同比增长46亿元，创5年
来最好水平。

在加快退出落后产能的同时，许多
企业也加快释放先进产能，提升供给体
系的质量。

“中煤集团抓住中央企业结构调整
和业务重组的机遇，深度参与中央企业
煤炭资源整合，继2016年接收国投公司
和中铁工煤炭资产后，2017 年又完成保
利能源公司煤炭资产移交和整合工作，
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周东洲说。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张
晶泉说，伊泰集团按照国家去产能部署，
2017 年主动淘汰了落后产能 330 万吨。
同时，加快开展资源整合和煤矿技术改
造步伐，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矿
井群。2017 年，伊泰红庆河、塔拉壕两
个总产能超过 2000 万吨的大型现代化
矿井投产。

“伊泰集团走上高效率、高质量、
绿色环保的转型升级发展道路，符合国
家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的内在
要求。”张晶泉表示，伊泰集团目前的
先进产能达到 4870 万吨，先进产能产
量占比超过95%，主业发展质量得到极
大提升。

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樊建平说，公司现有
大型现代化安全高效矿井 16 个，其中，
2000 万吨以上矿井 3 个，1000 万吨至

2000 万吨 6 个，1000 万吨以下 7 个。
2017 年，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
先进产能优势，全年完成商品煤 19131
万吨，实现利润295.29亿元，实现经济增
加值 202 亿元，也为保障国家煤源供应
作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我国乃至全球上市公司中最大
的煤炭供应商，中国神华在过去一年继
续坚持以清洁能源战略为引领，积极转
变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在不断提升一
体化运营效率、强化业务板块协同的基
础上，优化产业布局，注重价值创造，保
障投资者权益，努力实现企业稳健、优
质、高效运营。

把绿水青山作为追求目标

“美丽中国是煤炭企业和广大职工
的梦想，绿水青山已经成为每个矿区所
追求的新目标，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开
采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发展理念。”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
长梁嘉琨说。

神 华 准 能 集 团 拥 有 年 生 产 能 力
6900 万吨的黑岱沟露天煤矿和哈尔乌
素露天煤矿。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两
个露天矿井。露天煤矿开采具有剥离成
本低、能耗低、效率高等优点，但开采过
程中容易破坏原生地表地形地貌，扰动
原生土体结构，降低生态环境的保护功
能，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汉宏介绍说，近年来准能集团
大力推进煤炭清洁、绿色、安全、高效的
开采模式，努力做露天煤矿生态文明建
设的引领者。公司已经累计投入 14.1
亿元用于露天煤矿复垦绿化、生态保
护 、水 土 保 持 ，共 完 成 复 垦 总 面 积
2449.28 公顷，矿区复垦率达到 100%，
植被覆盖率提高到 80%以上，水土流失
控制率达到 80%，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
之路。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厅
主任王少玉表示，2017 年中国神华完成
超低排放改造机组 13台，实现超低排放
机 组 累 计 达 79 台 ，占 煤 电 总 装 机 的
82.4%；全年投入生态建设资金 3.32 亿
元，新增绿化面积3612.5万平方米；推动
实施多项减碳示范工程，在神东补连塔
煤矿开展零碳矿井试点建设，启动锦界
电厂“10 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全
流程示范项目”。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戴斐介绍说，2017 年公司通过加大
环保工作监督、检查力度，加强与各级环
保部门沟通协调，稳步推进各项环保工
作顺利开展。2017 年全年，公司万元产
值综合能耗2.343吨标准煤，煤矿采区回
采率 80.16%，煤矸石利用率 101.9%，矿
井水利用率达到78.8%。

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是兖矿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兖矿东华建设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总经理王伟介绍说，东华公司
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实施新旧动
能转换和实现煤炭清洁利用、改性转化，
以EPC总承包模式承建了总投资3亿多
元的100万吨兖矿清洁煤生产基地及国
内首条年产10万台（套）炉具自动化生产
线“兖矿蓝天洁净煤”示范项目。

把创新发展作为未来方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近年
来，煤炭企业经历过困境的洗礼，更加注
重创新发展，更加重视科技投入，更积极
地应用先进装备和信息技术，不断提升
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王少玉介绍说，近年来中国神华优
化创新模式，提升支柱创新能力，保护知
识产权，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创新平台和
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市
场需求有机衔接，培育公司核心竞争

力。公司建立了多层级科技人才培养基
地，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动企业科
研能力不断提升。

2017 年，中国神华投入研发经费
6.06亿元，围绕煤矿绿色开采、燃煤电厂
超低排放、煤化工、重载铁路运输等开展
重大技术攻关，并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
奖励26项，公司申请专利720件，其中发
明专利235件，新获专利授权543件。

随着技术创新进步，煤炭企业结构
调整的步伐也在进一步加快。

伊泰集团一直将煤制油作为转型发
展的战略方向。目前，伊泰 16 万吨/年
煤制油工业化示范项目已经稳定运行 9
年。2017 年，伊泰化工公司 120 万吨精
细化学品项目顺利投产，两个月内实现
了系统满负荷运行，实现从煤制基础燃
料到精细化学品的质量升级，大大提高
了煤炭转化的附加值，创造了业内奇迹。

中煤集团紧紧围绕保障安全生产、
促进提质增效和推动转型升级 3 个目
标，强化创新驱动，在关键技术研发、深
化“双创”工作、技术成果推广和创新能
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效。公司坚
持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围绕煤电、煤化等
相关业务，着力打造循环经济新业态。
同时，通过新建和参股合作等方式，积极
推进煤电一体化，并重点发展煤制烯烃、
大型煤制尿素产业，优化发展煤焦化产
业，推动煤炭转化规模不断扩大，使产品
进一步精细化。

本报讯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王继军从秦皇岛经济技
术开发区获悉：在该区落户的中科纳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研制生产的首批汽车发电机电压调节器芯片，已于 5月下
旬装箱完毕，起运发送英国。

这批出口的汽车发电机电压调节器芯片产品共有200
只，全部采用二进制编码技术实行数字化电压调整；具备
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及定频等功能，可使电机运行更稳
定、可靠。

据了解，秦皇岛中科纳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由中科
院半导体研究所与秦皇岛纳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
的合资公司。该公司拥有汽车核心芯片及芯片封装测试领
域多项核心技术，是目前国内专业从事高可靠性汽车专用
集成电路及相关产品研发、制造的公司。

国产汽车发电机配件走出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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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河北久千合成树
脂有限责任公司

沧州萧然商贸有
限公司（曾用名：
沧州金鼎商贸有
限公司）

沧州井泉商贸有
限公司（曾用名：
河北金鼎酒业有
限公司）

中油青县石油销
售有限公司

河北慧翔燃料有
限公司

沧州富翔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

贷款行
沧 州 北
环支行

沧 州 北
环支行

沧 州 北
环支行

沧 州 新
华支行

沧 州 新
华支行

沧 州 新
华支行

贷款本金余额

37,488,914.70

19,950,000.00

19,950,000.00

9,950,000.00

19,950,000.00

29,930,000.00

14,960,000.00

28,999,965.00

49,990,000.00

44,625,552.72

2,489,998.59

借款合同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006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015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057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126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008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017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
字00066号

0040800030-2016年(新华)
字00034号

0040800030-2017年(新华)
字00005号

保理2014中小002号、2014
工银租赁中小字第002号、应
收租赁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应
收租赁款债权转让确认书
04080009-2014年(新华)字
0006号、
04080009-2014年（新华）字
0006号-1、
0040800030-2016（展期）
字0001号

担保人名称
河北华锚预应力机械有限公司
吴广苓、陈凤格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方德军、马洪梅
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
北京华锐创新商贸有限公司
大连慧翔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马云峰、王兰红
曹国荣、白俊芹
曹立鹏、刘顺梅
中油青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马云峰、王兰红
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
河北慧翔燃料有限公司

中油青县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马云峰、王兰红

张桂荣、穆国祥

沧州富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沧州富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号
040800015-2015年（北环）字0043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字0006号
0040800015-2015年北环(抵)字0019号、0040800015-2016年
北环(抵)字0014号、0040800015-2015年北环(抵)字0047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保证字00015号
0040800015-2015年北环(抵)字0019号、0040800015-2016年
北环(抵)字0014号、0040800015-2015年北环(抵)字0047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保证字00057号
0040800015-2015年北环(抵)字0019号、0040800015-2016年
北环(抵)字0014号、0040800015-2015年北环(抵)字0047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保证字00126号
04080107-2014年北环(抵)字0030号、0040800015-2015年北
环(抵)字0001号、0040800015-2017年北环(抵)字0080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保证字00008号
04080107-2014年北环(抵)字0030号、0040800015-2015年北
环(抵)字0001号、0040800015-2017年北环(抵)字0080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保证字00017号
04080107-2014年北环(抵)字0030号、0040800015-2015年北
环(抵)字0001号、0040800015-2017年北环(抵)字0080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保证字66号
0040800030-2016新华(保)字0003号
0040800030-2016新华(保)字0003-2号
0040800030-2016新华(保)字0003-1号
2016保字0003-4号
2016保字0003-3号
0040800030-2016年新华(抵)字0034号
2017保00005-1号
2017保00005号
04080009-2012年新华(抵)字0010号
0040800030-2015年新华（抵）字0010号

04080009-2013年新华（保）字0006号

04080009-2013年新华（保）字0006-1号

04080009-2014年（保）字0006号

0040800030-2016年新华（抵）字0008号

04080009-2013年新华（抵）字0014号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南皮县鑫宏辉五
金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天美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衡水正宇科工贸
有限公司

河北创隆工程橡
塑有限公司

河北奥特莱防水
材料有限公司

河北阜航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

安平县华尔特五
金丝网制品有限
公司

河北辰鸣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赞皇战友煤炭经
销有限公司

河北宇实贸易有
限公司

沧 州 新
华支行

景 县 支
行

衡 水 路
北支行

武 邑 支
行

武 邑 支
行

阜 城 支
行

安 平 支
行

石 家 庄
长 安 支
行

赞 皇 支
行

赞 皇 支
行

3,689,600.00

9,570,000.00

24,970,000.00

17,990,000.00

27,660,000.00

24,970,000.00

13,900,000.00

13,090,000.00

6,998,998.17

15,500,000.00

6,829,848.31

8,999,000.00

9,150,000.00

7,952,221.72

9,000,000.00

0040800030-2016年(新华)
字00043号

0040700029-2016年(景县)
字00135号

0040700022-2014年(路北)
字0023号、2017年路北（展）
字0023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
字00008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
字00042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
字00021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
字00030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
字00031号

040700027-2017 年(安平)
字00007号

2016年(安平)字00045号

0040200011- 2015 年（长
安 ） 字 0027 号 、
0040200011- 2017( 展 期)
0002号
0040200233- 2014(EFR)
00068号
0040200233-2015年(赞皇)
字0022号

0040200233- 2014(EFR)
00060号

0040200233-2015年(赞皇)
字0020号

秦杰、张金龙
陈继文
张艳霞
南皮县鑫宏辉五金制品有限公
司
陈继文
中凯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杨三强、朱艳
刘根武、袁淑稳
马希英
衡水正宇科工贸有限公司
程建业、王宁
康洪建、李梅
康瑞广、程福珍
康红利
冀州市裕华食品有限公司
夏春雷、梁艳
冀州市裕华食品有限公司
夏春雷、梁艳
河北阜航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夏桂生、孙会敏
河北汇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许晓慧、孙国栋
杨晶、孙会茹
河北阜航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杨晶、孙会茹
河北汇程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许晓慧、孙国栋
杨晶、孙会茹
河北阜航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杨晶、孙会茹
赵红伟、闫建钗
赵红伟、闫建钗
赵红伟、闫建钗
赵红伟、闫建钗
赵红伟、闫建钗
赵红伟、闫建钗
崔保红、曹金保

范勇方

李建侠、杨喜梅

李建侠、杨喜梅

商丙乾、李阳
商永谦、王瑞君
商敏敏、丁少波
李阳、商丙乾
商永谦、王瑞君
商丙乾、李阳
王建霞、郭少杰

0040800030-2016年新华(保)字0005号
0040800030-2016年新华(保)字0006号
0040800030-2016年新华(保)字0007号

0040800030-2016年新华（抵）字0003号

0040800030-2015年新华（抵）字0043号
0040700029-2016年景县(保)字0033号
0040700029-2016年景县（保）字0033号-2
0040700029-2016年景县（保）字0033号-1
0040700029-2016年景县（抵）字0033号
0040700022-2014年路北（抵）字0017号
2017年路北（保）字0003号
2014年路北（保）字0023号
2017年路北（保）字0004号
2017年路北（保）字0002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保）字0011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保）字0014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保）字0037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保）字0040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保）字0023号
0040700007-2017年武邑（保）字0025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保）字0041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保）字0044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保）字0045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抵）字0013号
2016年阜城（抵）字0004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保）字0040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保）字0043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保）字0042号
0040700014-2017年阜城（抵）字0013号
2016年阜城（抵）字0004号
040700027-2017年（安平）保字00007号
2015年安平（抵）字0007号
2014年安平（抵）字0017号
2016年（安平）保字00045号
2015年安平（抵）字0007号
2014年安平（抵）字0017号
2015辰鸣(保）003号、2017-002

00410200011-2015年（辰鸣）001号

赞皇战友2014年002号

赞皇战友001号

河北宇实2014年3号
河北宇实2014年4号
河北宇实抵押002号
河北宇实2015年1号
河北宇实2015年2号
河北宇实抵押001号
河北宇实抵押002号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含辖内各支行）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3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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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相关承债
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单位：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