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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中永康，百工之乡、五金之都，
从一个没有资源禀赋的县级市发展成为

“中国五金名城”，在全国形成“三个一
千亿”的经济圈：规上工业产值超千亿
元；以永康为核心，形成永康—武义—
缙云周边区域的千亿元集群区；十万永
商在全球创造了千亿元经济价值。

“智造”制出时尚产品

自古以来，永康便有“五金工匠走
四方，府府县县不离康”的美誉。改革
开放以来，永康工匠扎根故里，“百工之
乡”的名声日益响亮。

永康市委书记金政告诉记者，永康
的经济发展，当年是典型的“浪潮经
济”，一个保温杯、一扇防盗门、一辆滑
板车……便能催生上千家同类企业，市
场占比 70％以上，“小五金”产业集聚
的低成本优势几乎发挥到极致。然而，
这种产业架构同质化复制的倾向，让永
康五金工业难以摆脱“低、小、散”，成
了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

永康必须走“转型升级，创新驱
动”的发展之路。

永康不少企业通过加大自主技术研
发力度，提升创新能力。已有35年历史
的浙江炊大王炊具有限公司拥有新型无
油烟锅、太极锅、珍珠锅等 100 余项专
利，其制造水平在国内同行业中具领先
性，达到国际同行业先进水平。拥有年
产超 4000 万平方米反光材料产能规模
的“道明光学”，是目前亚洲最大、世界
第二的反光材料生产企业，已顺利完成
原料供应商到一站式解决方案服务提供
商的转型升级。

投入 4 亿多元对企业进行“换血”
的浙江浩天实业有限公司，依托机器人
压铸岛实现高效生产、自动检测及自动
补偿，成为国内首个能够生产全铝发动
机缸体的企业。

借工业设计有效对接制造业需求，
让传统制造变成时尚产品，是永康企业
转型升级的另一条独特路径。源自意大
利米兰的“斐络设计”是浙江省首家工
业设计领域的设计院、企业研究院，这
家以产品设计为核心，为企业转型升级
提供全面战略支持的新型设计公司，将
意大利设计与永康农业装备、传统五金
产业进行有机结合，研发了一系列五金
新产品，为永康 200 多家企业设计产品
并推动产业化转让，累计销售收入近10
亿元。

据统计，2017年，永康市实施“机
器换人”技术改造项目 416 项，总投资
达90.58亿元。经过4年省“两化”深度
融合国家综合性示范区建设，永康“两
化融合”发展指数从 2014 年的 62.17 提
升到2017年的84.43。

“小五金”注入创新基因

走进位于永康市的星月集团电器数
据交互中心，巨大的显示屏幕上有一个
不断跳动的数字，它实时反映全国各地

“造梦者”新风系统为每位用户提供的新
鲜空气的数量。

集团公司总经理胡婷婷告诉记者，
目前，恒氧新风“造梦者”拥有国内外
两支研发团队：德国团队致力于新风系
统和智能控制的研发和创新，拥有多项
行业技术成果和发明专利，倡导节能减
排；国内物联网研发团队拥有31名行业
尖端技术人才，主攻 APP、智能和云技
术。两支团队通力合作，为“造梦者”
不断输入新内涵和价值体系。

短短几年，“造梦者”已经拥有多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其中授权发
明专利 5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5 项，
软件著作权 1 项，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16项。

“改革开放40年来，一批批永康企业

秉承‘百年锤炼，臻于完善’的工匠精神创
业创新，从小打小闹的‘小五金’发展到如
今车业、门业、杯业、电动工具、电器厨具、
装备制造和新材料等八大产业为主的‘现
代五金’。”回首40年来的发展路程，金政
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坚守“五个不动摇”：
党委政府勇于担当、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
不动摇；企业家的主体地位不动摇；解放
思想不动摇；创新发展不动摇；主体实业
不动摇。

金政表示，创新是永康工业不断前
行的唯一动力，“永康五金”不仅要应有
尽有，还要成为“质量”“精品”的代名
词。今后 3年，永康将投入 10亿元，以

“创新驱动、品质提升”为主题，发挥创
新驱动和龙头带动双引擎，探索“产
品+”“制造+”“区域+”3 条路径，加
快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制造
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全力推进制造创
新和产品创新。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

一款 20厘米长、不足 5厘米宽的反
光贴，每平方厘米包含 2500 个微棱镜，
能使驾驶者在千米开外就注意到前方行
车，这是道明光学运用超精密微纳模具
研制技术取得的最新突破。公司董事长
胡智彪告诉记者，此项产品已成功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价格仅为同类进口产品
的一半，成为永康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切
入新市场的典型实例。

作为全国首个县级质量强市示范城
市，永康一直把质量作为品牌建设的生
命线。近年来，永康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加大生产改造、自主创新和产品研
发力度，以高质量赢得从“贴牌”到

“品牌”的转变，制造优势不断放大。
在品质和品牌的拉动下，“永康五

金”正悄然嬗变：先行集团的抗菌保温
杯成为首批走上中国航母的保温杯产
品；众泰汽车从拖拉机厂起步，转型为
出口80余个国家的整车生产企业；王力
集团成为 G20杭州峰会会场进口处安保
指定用门，其一款能抗高强度气流冲击
的防火门还被安装在西昌卫星基地的发
射塔架上；中翼工贸凭借海洋原油泄漏
环保清理颗粒成为国家应急物资生产储
备企业。

截至目前，永康门产品产量、出口
量分别占全国的 70%、66%；电动工具
总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的 1/4 和 1/
3，产品已行销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同时，永康借力“浙江制造”品牌
建设，将优秀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先进标
准，共主导制定“浙江制造”标准 9
个，参与制定 4 个，7 家企业获得 10 张
认证证书。最新公布的2018年浙江省第
二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计划中，永
康有15个标准获批立项，数量居浙江省
首位。

金政表示，永康的经济发展目前还
处在深度转型的过程中，永康将抓住机
遇，让更多“浙江制造”走出国门，打
好转型升级组合拳，真正把永康打造成
为中国乃至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

浙江永康对标世界先进制造业，打好转型升级组合拳——

创新引领“浙江制造”走出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黄 平 实习生 徐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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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周映报道：日前，广
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发布消息，2017 年，广西实施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
强度双控目标顺利实现，全面完成了年度各项考核
目标。

广西以落实“节水优先”为导向，深入实行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全区水资源管理能力不断提升，
水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有效加强。一是制度建设逐步完
善。河长制六项制度全部出台，全面推行“双总河长
制”，全区江河湖库分级分段建立了五级河长体系，
节约用水、地下水管理、水功能区监管等多项配套政
策相继出台。二是节水型社会建设深入推进。全区设
区市全面推行了城镇居民阶梯水价、超定额累进加
价，完成了工业行业主要产品和城镇生活用水定额修
订。三是水资源保护工作持续加强。发布重要饮用水
源地名录，完成 35 项饮用水源地保护工程建设和千人
以上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全面开展跨县界河流交
接断面水质水量考核。四是水资源管理不断加强。全
面推行工业园区等领域规划水资源论证；完成全区
市、县两级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

广西完成水资源管理制度年度考核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日前，随着首批来自日
本、韩国的化妆品在兰州新区铁路口岸作业区跨境电子
商务监管中心成功通关放行,标志着甘肃跨境电商零售
进口实现了零的突破。

记者从甘肃省商务厅了解到，兰州新区跨境电商项
目是甘肃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项目。作为跨
境电商服务载体，兰州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兰州海
关地方数据分节点、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网购保税场地
和兰州铁路口岸新区作业区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等一系列
跨境电商项目也已正式投入运营。日前，兰州铁路口岸
新区作业区跨境电商监管中心运营企业分别与物流承运
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形成“购销运”全
产业链服务体系，意味着兰州新区跨境电商业务将进入
常态化运营。

下一步，兰州新区将抓紧建立直邮和保税备货两种
业务模式于一体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并将商品扩大至
母婴产品、食品和部分服装箱包等跨境电商进口产品。
同时，兰州新区加快布局海外仓工作。

甘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实现零突破

本报讯 记者刘兴报道：企业办理建设项目审批，
审批时间从原先200余天压缩到100天左右，全部办理
时间可压缩一半左右。日前，江西南昌市行政审批局正
式运行。南昌市将 33 个市直部门的 188 项行政审批事
项全部划转到市行政审批局，标志着该市进入“一枚印
章管审批”的时代。

南昌市行政审批局局长宋亮生介绍，为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效率，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江
西省于 2016年启动改革试点，南昌县在试点县区中率
先完成行政审批局的组建和运行工作。

在行政审批局的筹备和试运行期间，南昌市积极推
进“一次不跑”改革，制定公布了第一批“一次不跑政
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包括 11 个部门 26 个政务服务
事项。在市行政审批局设立“一窗受理”综合窗口，试
行“一窗受理、协同办理、限时办结”机制，申请人只
跑一个窗口即可解决全流程办理事项，审批效率提高
50%以上，企业和群众办事“只盖一个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审批处室从 33 个减少为 8 个，审批人员从
近 1800 人减少为 180 余人。通过建立审批信息联动机
制，将审批信息同步推送监管部门，实现审管分离、审
管联动。

江西南昌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
星月集团最新研发的高速插秧机。 江 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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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廊坊富沃德实业
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福兴
彩印包装有限公
司

邯郸市广硕物资
有限公司

邯郸市智邦物资
有限公司

河北玺尧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大陆化工有
限公司
河北东方五金网
类制品有限公司

格林恒业集团有
限公司

贷款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胜芳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廊坊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胜芳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邯郸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借款合同号
冀-07-2015-054、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融申字
002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字002号、2016年
富沃德融易达额度字002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
达帐转字002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转确字002
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债转字002号
冀-07-2015-054、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融申字
003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字003号、2016年
富沃德融易达额度字003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
达帐转字003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转确字003
号、2016年富沃德融易达债转字003号

冀-07-2016-015

冀-07-2016-50号

冀-12-2015-309、冀-12-2015-309-2

2014年中小借字第551号、
2014年中小借字第551号（展）

2015年中小借字第171号、2015年中小借字第171
号（展）

冀-10-2013-386、201407111（开立国内信用证
申请书）

冀-10-2016-172

冀-10-2015-196（额）、冀-10-2015-236
冀-10-2015-196（额）、冀-10-2016-244、冀-
10-2016-244（补）、冀-10-2016-244（补1）
冀-10-2015-196（额）、冀-10-2016-245、冀-
10-2016-245（补）、冀-10-2016-245（补1）

冀-10-2015-196（额）、冀-10-2016-129

冀-10-2015-196（额）、冀-10-2016-130

担保人名称

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王新
颖、刘会玲、弭祥、张淑惠、廊坊富沃德实
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王新
颖、刘会玲、弭祥、张淑惠、廊坊富沃德实
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凯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王伯轩、
薛玉蕊、王伯池、王晓冰、王伯新、李俊艳

霸州市凯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王伯轩、
薛玉蕊、王伯池、王晓冰、王伯新、李俊艳

河北鑫马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宏凌无
缝钢管制造有限公司、唐山市曹妃甸工业
区侨丰钢渣服务有限公司、张进雷、郭艳
芳、龙海环球碧海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哈克（邯郸）农业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李晓康、赵丛、栗秋艮、任改梅、王书平

河北康利达钢铁制品有限责任公司、郝树
飞、张钲淇、郝树栋、魏晶、河北玺尧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友邦经济合作发展有限公司、衡水大
陆化工有限公司
深州市宏利五金制造有限公司、辛集市恒
瑞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王瑞星、王小茹

格林恒业集团有限公司、张俊香、张克强

格林恒业集团有限公司、衡水三维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张俊香、张克强
格林恒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华德钢板有
限公司、张俊香、张克强

担保合同号

冀-07-2015-054（保1）、冀-07-2015-054（保2）、
冀-07-2015-054（保3）、冀-07-2015-054（抵1）、
冀-07-2015-054（抵2）

冀-07-2015-054（保1）、冀-07-2015-054（保2）、
冀-07-2015-054（保3）、冀-07-2015-054（抵1）、
冀-07-2015-054（抵2）

冀-07-2015-084（保1）、冀-07-2015-084（保2）、
冀-07-2015-084（保3）、冀-07-2015-084（保4）
冀-07-2016-50号（保1）、冀-07-2016-50号（保
2）、冀-07-2016-50号（保3）、冀-07-2016-50号

（保4）

冀-12-2015-309（保1）、冀-12-2015-309（保2）、
冀-12-2015-309（保3）、冀-12-2015-309（个保）、
冀-12-2015-309（抵）、冀-12-2015-309-1（质总）

2014年中小保字第551号（企业）、2014年中小保字
第551号（个人1）、2014年中小保字第551号（个人
2）、2014年中小保字第551号（个人3）、2014年中小
抵字第551号、2014年中小保字第551号（企业展）、
2014年中小保字第551号（个人展1）、2014年中小
保字第551号（个人展2）、2014年中小保字第551号

（个人展3）、2014年中小抵字第551号（展）
2015年中小保字第171号（企业）、2015年中小保字
第171号（个人1）、2015年中小保字第171号（个人
2）、2015年中小保字第171号（企业展）、2015年中
小保字第171号（个人1展）、2015年中小抵字第171
号、2015年中小抵字第171号（展）

冀-10-2013-386（保）、冀-10-2013-386（质）

冀-10-2016-172（保1）、冀-10-2016-172（保2）、
冀-10-2016-172（保3）

冀-10-2015-236（抵1）、冀-10-2015-236（抵2）、
冀-10-2016-244（抵）、冀-10-2016-245（抵）、冀-
10-2015-196（保4）、冀-10-2016-244（保）

冀-10-2015-196（保4）、冀-10-2015-196（保2）、
冀-10-2015-195（质）
冀-10-2015-196（保4）、冀-10-2015-196（保3）、
冀-10-2015-195（质）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安平县玖玖滤清
器系材有限公司

安平县龙马五金
丝网制品有限公
司

安平县龙翔丝网
有限公司
枣强县懿诗曼服
饰有限公司
东北助剂化工有
限公司

河北伟炬电讯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新中联特种
钢管股份有限公
司

唐山市泰承建材
有限公司

唐山汇力科技有
限公司

唐山隆达创意陶
瓷设计有限公司

唐山市荣茂矿业
有限公司

唐山世清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航天赫(唐山)
钛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开永商贸
有限公司

唐山市建兴工贸
进出口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方
圆电力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衡水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沧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复
兴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河
北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复
兴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迁安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复
兴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曹妃甸分
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建
设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建
设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市唐
钢支行

衡中小借2016294号

衡中小额2015563号、衡中小借2015563号

衡中小额2015563号、衡中小承2016272号

衡中小借2016220号

衡中小借2016280号

冀-10-2015-002

冀-10-2015-227

冀-09-2015-074、冀-09-2015-074（借）

冀-09-2015-074、20160411002买方押汇

冀-09-2015-074、2016041001买方押汇
冀-09-2015-074、20160411001买方押汇

冀-06-SME-2016-115号

冀-06-SME-2016-072

冀-06-SME-2016-049、冀-06-SME-2016-
049借
冀-06-SME-2016-049、冀-06-SME-2016-
049承（2）

冀-06-2015-111、2016年国内商贴字 021号、
2016年荣茂矿业字001号、2016年荣茂矿业字002
号

冀-06-SME-2016-103借

冀 - 15- 2013- 037、2014 年 天 赫 字 001 号 、
KZ0320514F00003
冀 - 15- 2013- 037、2014 年 天 赫 字 002 号 、
KZ0320514F00004
冀 - 15- 2013- 037、2014 年 天 赫 字 003 号 、
KZ0320514F00005

冀-06-SME-2016-162

冀-06-SME-2016-004、冀-06-SME-2016-
004（借-1）

冀-06-SME-2014-122、冀-06-SME-2014-
122借2、冀-06-SME-2015-183

辛集市恒瑞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河北东
方五金网类制品有限公司、杨志敏、王瑞
铭、王瑞星、王小茹
安平县乾正拉丝制网有限公司、张旭光、
陈荣赏、李宝健、张少杰、赵颖丽

安平县乾正拉丝制网有限公司、张旭光、
陈荣赏、李宝健、张少杰、赵颖丽

河北卓隆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孙杏雪、
闫建东

田宝燕、孙金强

安平县恒祥铁艺金属护栏有限公司

河北三信金属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张春发、
孙秀稳、张勇、贾桂英、河北伟炬电讯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市亿川钢管有限公司、刘国荣、李玉
敏、刘国亮、田娜、河北新中联特种钢管股
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奇达商贸有限公司、张如群、唐山
市泰承建材有限公司

唐山汇力科技有限公司、张宏、高颖、张锡
炤、凌芝

唐山隆达骨质瓷有限公司、刘相奎、王淑
芝、唐山隆达创意陶瓷设计有限公司

河北荣信钢铁有限公司、宽城龙兴矿业有
限公司、宫翠花、宫万芹

遵化市晶华机械厂、张长军、侯亚丽

唐山市南堡开发区荣泰商贸有限公司、李
俊文、蒋满顺、蒋效辰

唐山博环商贸有限公司、李来均、赵淑芹

刘东华、刘淑玉、刘军、任国盛、唐山市建
兴工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唐山国泰纸业有限公司、刘玉杰、董立安、
唐山市丰润区方圆电力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应收账款债务人国泰纸业（唐山曹妃
甸）有限公司

衡中小保2016294-1号、衡中小保2016294-2号、
衡中小保2016294-3号、衡中小保2016294-4号

衡中小保2015563-1号、衡中小保2015563-2号、
衡中小保2015563-3号、衡中小抵2015563号
衡中小保2015563-1号、衡中小保2015563-2号、
衡中小保2015563-3号、衡中小抵2015563号、衡
中小质2015563号
衡中小保2016220-1号、衡中小保2016220-2号、
衡中小抵2016220号

衡中小抵2016280号、衡中小保2016280号

冀-10-2015-003（保）

冀-10-2015-227（保1）、冀-10-2015-227（保2）、
冀-10-2015-227（保3）、
冀-10-2015-227（抵）
冀-09-2015-074-（保证1）、冀-09-2015-074-

（保证 2）、冀-09-2015-074-（保证 3）、冀-09-
2015-074-（抵押1）
冀-09-2015-074-（抵押2）、冀-09-2015-074-

（抵押3）、2015年沧中银沧县保字009号

冀-06-SME-2016-115（保 1）、冀-06-SME-
2016-115（保2）、冀-06-SME-2016-115(抵)

冀-06-SME-2016-072抵、冀-06-SME-2016-
072保1、冀-06-SME-2016-072保2

冀-06-SME-2016-049 保（1）、冀-06-SME-
2016-049保（2）、冀-06-SME-2016-049质、2016
年4月1日抵押协议

冀-06-2015-111（保1）、冀-06-2015-111（保2）、
冀-06-2015-111（保3）、
2016年6月30日应收账款回款确认函

冀-06-SME-2016-103 保（1）、冀-06-SME-
2016-103保（2）、冀-06-SME-2016-103抵

冀-15-2013-037（保1）、冀-15-2013-037（保2）、
冀-15-2013-037（保3）、冀-15-2013-037（质）

冀-06-SME-2016-162（保-1）、冀-06-SME-
2016-162（保-2）

冀-06-SME-2016-004（保-1）、冀-06-SME-
2016-004（保-2）、冀-06-SME-2016-004（抵）

冀-06-SME-2014-122保1、冀-06-SME-2014-
122保2、冀-06-SME-2015-183保（1）、冀-06-
SME-2015-183保（2）、冀-06-SME-2014-122
抵、冀-06-SME-2014-122借2质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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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依据合同约定公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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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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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