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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
签署了编号为中信太受资转2018-01号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受托将对下列债
务人及其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
公司，并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的名义通知
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等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本

金金额和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
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2.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19年1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名称

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马军峪煤焦有限公司

山西达康铸业有限公司

山西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安民木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乡镇企业焦炭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吕梁铁马煤焦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龙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山西凯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西华晟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仙塔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山宝食用菌生物有限公司

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长治煤炭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492,443,378.41

304,280,326.86

198,927,954.50

103,457,771.55

48,994,854.90

41,075,117.65

31,058,761.37

29,999,501.08

29,963,733.89

19,812,969.18

16,964,494.32

9,996,002.58

7,720,000.00

利息

106,525,531.64

37,532,452.79

25,219,698.55

24,050,890.58

14,251,037.31

4,235,503.31

6,857,664.46

4,939,830.20

10,412,451.64

6,161,884.55

2,738,124.86

3,895,986.99

4,142,460.44

抵、质押人名称

山西华美奥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常平钢铁有限公司

山西达康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达康铸业有限公司

无

薛安民、李爱丽、山西斯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无

无

山西省运城市龙飞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海南圣帝投资有限公司、山西凯运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无

山西仙塔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郭
志鹏

无

长治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山西省国
新能源发展集团长治煤炭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
珠海秦发物流有限公司、秦皇岛秦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华
美奥崇升煤业有限公司、山西朔州平鲁区华美奥冯西煤业有限公司、徐吉华、
王桂敏、徐达、邓冰晶
山西潞安常平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东庄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常平钢铁有限公
司、陈忠孝、闫喜先
山西省绛县明迈特有限公司、山西翔宇化工有限公司、山西鑫升焦化集团有
限公司、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申安廷、申瑞霞、申永刚、王小峰、王连
花、申翠霞、王美萍、曹伟杰
山西金州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司、杨树茂、
郝桂丽

薛安民、李爱丽

运城市解州九龙潜水电机有限公司、山西宝晟隆电机有限公司

山西金州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孝义市新禹煤焦有限责任公司、杨树茂、
郝桂丽
山西迎太塑料有限公司、山西省绛县明迈特有限公司、贺存业、胡蕙萍、贺建
业、冯月英

李建忠、赵文艳、任效明、杨芳、任效光、杨太花

山西竞杰物贸有限公司、平遥中冶重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李锦涛、李会荣、
李彩萍、侯成俊
汾州裕源土特产品有限公司、栾川县君企矿业有限公司、山西五台忻园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郭知侠、郭志鹏、张丽华、刘楠

山西仙塔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李秋娥、任志昌

无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
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
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
梁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清单 单位：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签署了编号为中信呼资受托转201812
号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受托将对下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并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分行的名义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西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中国长
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
限于债务人、担保人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本金金额和利息金

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2.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19年1月7日

序
号

1

债务
人名
称

四 子
王 旗
佳 辉
硅 业
有 限
公司

币
种

人
民
币

本金

150,000,000.00

利息

41,352,614.05

抵、质押人
名称

山西三佳化
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山
西三佳煤化
有限公司、
四子王旗佳
辉硅业有限
公司

保证人名称

阎吉英、郭秋
梅、阎慧辉、卜
静文、介休市绵
山风景区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原贷款
行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呼和
浩特分
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清单 单位：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签署了编号为中信太受资转2018-02号的

《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受托将对下列债务人及
其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并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的名
义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本金金额和利息金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2.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19年1月7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名称

山西介休鑫峪沟
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路鑫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介休市煜业选煤
有限公司

山西西姆东海炭
素材料有限公司

山西介休大佛寺
煤业有限公司

山西介休大佛寺
小尾沟煤业有限
公司
介休市绵山风景
区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晋中金盛源不锈
钢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167,874,288.05

105,681,461.32

177,488,732.81

29,668,636.86

484,468,595.22

39,108,671.31

105,595,881.60

28,074,707.03

利息

39,998,291.50

18,625,809.01

13,002,501.38

2,110,914.82

72,967,103.42

5,437,668.03

15,346,166.13

2,748,068.63

抵、质押人名称

无

山西省介休市光华化工有限
公司

无

无

山西介休大佛寺小尾沟煤业
有限公司、山西介休大佛寺煤
业有限公司

无

无

山西戴尔蒙德不锈钢科技有
限公司、王晨鹏、梁玉巧、邢光
述、晋中金盛源不锈钢有限公
司、山西金融德投资有限公
司、王守林、王彦红

保证人名称
山西介休鑫峪沟东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介休大
佛寺煤业有限公司、贵州路鑫喜义工矿股份有限
公司、朱福连、郑安莉、朱其诚、王荣荣
山西介休鑫峪沟东沟煤业有限公司、山西三佳新
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路鑫喜义工矿股份
有限公司、朱福连、郑安莉、朱其诚、王荣荣
山西路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介休鑫峪沟东
沟煤业有限公司、贵州路鑫喜义工矿股份有限公
司、朱福连、郑安莉、朱其诚、王荣荣
山西路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介休鑫峪沟东
沟煤业有限公司、介休市煜业选煤有限公司、贵州
路鑫喜义工矿股份有限公司、介休市路通运输有
限公司、朱福连、朱其诚、王荣荣、郑安莉、孙秋萍
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介休鑫峪沟煤
业有限公司、山西介休大佛寺小尾沟煤业有限公
司、任长生、焦爱花、任晓飞、梁晓俊

山西路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介休大佛寺煤
业有限公司、任长生、焦爱花、任晓飞、梁晓俊

山西三佳新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西三佳化
工新材料有限公司、郭秋梅、闫慧辉、卜静文

晋中新大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山西戴尔蒙德
不锈钢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新大宇物资有限公司、
山西融旺达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兴盛发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邢光述、邢荣剑、李顺英、魏晓晋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太原分行

附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清单 单位：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签署了编号为中信太受资转2018-03号

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受托将对下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并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的

名义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实。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等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5月31日的本金金额和利息金额，

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

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

2.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19年1月7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名称

山西普大煤业集团
有限公司

山西昆泰能源有限
公司
山西和田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
山西成信油脂有限
公司
山西鑫宇豪食品开
发有限公司
运城市鑫洲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
山西新海峰能源有
限公司

山西斯瑞林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1,086,236,421.84

149,701,831.86

99,930,031.38

99,803,795.49

39,921,506.12

19,993,759.62

13,999,673.95

15,614,191.00

利息

408,671,462.16

97,156,605.81

51,823,179.95

62,976,198.87

26,408,162.27

7,768,011.14

6,810,800.25

9,333,362.20

抵、质押人名称

山西山阴芍药花煤业有
限公司、贵州宝光能源
有限责任公司

无

山西和田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
太原宸泰汽车节能净化
研究所有限公司
山西君临大酒店有限公
司

杨晓梅

蔡穂川

无

保证人名称

山西博雅都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山西聚义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平顶山煤矿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铜川市耀州区照金矿业有限公司、
山西山阴芍药花煤业有限公司、赵明、薛宁

山西普大煤业集团有限公司、郎鹏翔

任保林

安建军、董建国、山西大禾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赵晶晶、杨华

王光

无

山西中联钢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中联钢融
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运城市广生堂药
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全亚林、董运秀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件：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清单 单位：元

河北省赤城县的裴新军、张小美
夫妻二人在北京打工多年，为了孩子
上学，2012年回到老家赤城后，靠在
饭馆打工维持生计，家里生活比较困
难。2013 年，他们开始经营莜面加
工作坊，但因缺乏资金，经营规模一
直无法扩大。

2015 年，张小美和几位朋友组
成联保小组，向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
限公司赤城分公司申请了第一笔贷

款。贷款后，张小美的工作坊客户数
量、送货量不断增长，年净利润增加
到 5 万多元。2016 年初，工作坊的
经营规模如愿扩大了。

成立于2008年的中和农信一直
致力于以商业化手段解决农村金融
服务不足的问题。多年来，在中和农
信的帮助下，许多农民走上了脱贫之
路。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1月30
日，中和农信有 313 家分支机构，覆
盖 21 个省份；在贷客户 358832 户，
其 中 农 户 占 比 91.4% ；累 计 放 款
393.4亿元。

河北省赤城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有贫困户 65535 户。自从入驻赤城
县以来，中和农信下足功夫，通过专
业的金融服务助力该县脱贫攻坚。
数据显示，近 5 年来，中和农信赤城
分公司为4786户农户发展生产解决
了资金难题，累计提供资金帮助
8020.3 万元；其中贫困户数占比为
24.07%。

中和农信不仅在融资上为农户
提供帮助，还通过金融教育等多种
方式提高农户金融素养。2017年5
月以来，由中和农信赤城分公司组
织的金融教育活动共举办了 35 场，
为当地百姓介绍金融知识及法律等

服务。
2018 年 8 月，经过多期测试与

多地试点，由中和农信自主开发的中
和金服APP正式上线。这标志着中
和农信“数字化战略”在需求端领域
取得新进展。通过该 APP，中和农
信的信贷金融服务将装进农民口袋，
从以前的“打个电话，上门服务”，转
变为“动动手指，掌上办理”。

“我们致力于‘打通农村金融
最后一百米’，让广大农民获得更
充分、更专业的金融服务。”中和农
信 项 目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总 裁 刘 冬
文说。

2018 年 5 月 10 日，年仅 31 岁
的退役军人胡晨不幸病逝。在安徽
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见证
下，由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器官获
取组织专家实行器官获取手术。合
肥市第一人民医院OPO器官捐献协
调员杨娟表示，胡晨生前为祖国的
国防事业效力，身后无私捐献器
官。大家既被他感动，也为他骄傲。

胡晨出生在安徽铜陵市枞阳县
雨坛镇双丰村。胡晨曾在他的入伍
志愿中写道：我从小就喜欢军人、崇
拜军人。我想当一名军人，为国家
和民族而奋斗。

从2004年12月入伍，胡晨就立
志做一名优秀的战士。新兵训练结束
后下连队，他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刻
苦训练，团结战友，赢得了中队全体
官兵的认可和赞誉。2005年12月，

表现出色的胡晨被选为新兵班长。在
部队期间，胡晨先后获得“优秀学员”

“优秀士兵”等荣誉。2006年12月，胡
晨退伍回老家务农。后来，胡晨娶妻
成家，享受着小家庭的幸福。

但2016年，胡晨外出打工期间
不幸患病，此后他的病情迅速恶
化。患病两年多，胡晨先后接受了
多次大型手术，却总能保持乐观心
态，直面病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胡晨已经不能说话，但在眼神交流
中，父亲知道他还有愿望想要实
现。当父亲问他是不是想走后捐出
自己有用的器官救助他人时，胡晨
毅然地点了点头。

年轻的胡晨走了，而素昧平生
的生命却因为他的无偿捐献将能重
获新生。

胡晨直面逆境、无私奉献的精
神也让他的战友备受感动与鼓舞。
战友们都说，胡晨以自己的行动实
现了入伍时许下的诺言，他践行了
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包森，原名赵宝森，又名赵寒，
1911 年 7 月生于陕西省蒲城县。
1932 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冬，受党组织派遣到泾阳县苗嘉游
击队从事扩大红军等工作。1933
年秋，包森遭当局逮捕，西安事变后
经组织营救出狱。

1937 年3月，包森被派往中国
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七七事变
后，他从延安随八路军奔赴华北抗
日前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独立
1师任33大队总支部书记。1938年
6 月率 40 多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
辟抗日游击区。不久，包森被任命为
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1939 年 4
月，包森率部在遵化城东北活捉日
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同年秋，
包森任八路军第13支队副司令员。

1940年2月，包森率部到达盘
山，全力开辟盘山抗日根据地。6月
下旬设伏白草洼，全歼日军一个骑

兵中队，首开冀东整连全歼日军战
斗的先河。同年秋，冀东军分区13团
正式组建，包森任团长。1941年春，
包森率部参加反“治安强化运动”。

1942年2月17日，包森带领部
队住在遵化县西北 20 里的野虎山
时，遭到日军突然袭击，在战斗中包
森胸部中弹不幸牺牲，时年31岁。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浩
（据新华社西安1月6日电）

胡晨：无私无畏铸军魂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包森：纵马冀东 剑吼长城
中和农信帮助更多农户走上脱贫路——

打通金融支持农村“最后一百米”
本报记者 冯举高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孙金霞

“农业银行的大湾区联动机制执
行力强、响应迅速。这样的金融支
持，坚定了企业的发展信心。”中信集
团旗下中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负责
人说起近期与银行打交道的故事，感
受很深。

2018 年 6 月，澳门特别行政区
就污水处理厂项目发起招标。作为
拥有先进水污染处理技术的中信环
境技术公司，受邀参与澳门半岛污水
处理厂优化、运营和保养项目投标，
投标企业须于指定时间前向澳门提
交投标书，以现金存款、法定银行担
保或保证担保提供担保金额澳门元
1000万元整。“我们的设想是使用银
行担保来替代 1000 万澳门元的保
证金。”中信环境技术公司负责人说，

“但澳门方面仅接受由当地银行提供
的担保，我们感到很为难。”

了解到中信环境技术公司的顾
虑后，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州

天河支行副行长邓柱洪开出“方子”：
对于这样优质的项目，农行的“涉外
反担保函+境外分行保函”综合服务
方案完全契合公司需求。按照招标
要求，由于暂未与境外银行建立合作
关系，上述担保需由境内银行出具反
担保函后再由澳门当地银行提供担
保，同时因跨境项目沟通的需要，境
内相关反担保安排须在 3 个工作日
内完成。

农行广东省分行迅速启动粤港
澳大湾区联动机制，从增加授信品
种、撰写保函文本、联动澳门分行开
立保函到完成公证等工作，仅用3天
时间，及时为企业开立1000万澳门
元投标保函，为企业参与竞标提供了
保障。

这只是广东金融系统创新跨境
金融服务的一个生动案例。人民银
行广州分行于2018年6月出台了进
一步推进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
开放创新的指导意见，推动构建与自
贸试验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相适
应的金融服务体系。

新华联集团是一家涵盖矿业、石

油、化工、金融等多个产业板块的大
型现代企业集团，随着集团石油板块
使用人民币在境内外结算份额的日
益提高，为减少汇兑损失，控制汇率
波动风险，新华联集团逐步将原外币
结算方式转换为人民币进行结算，希
望搭建集团区域资金管理中心，实现
集团资金集中管理目标。

为此，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为新
华联集团办理了首批自贸区版跨境
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相比较全国
版的净流入上限额度提升了一倍，帮
助企业实现对境内外人民币资金的
便利归集与管理，截至目前，累计业
务量约15亿元。根据企业自身经营
和管理需要，实现了境内外成员企业
之间跨境人民币资金余缺调剂和归
集，提高了集团内部资金管理效率，
有效降低了集团资金运营成本，为其
搭建区域资金中心提供了有力的金
融支持。

在全口径跨境融资业务方面，广
东辖区的金融机构也做了探索，助力
企业融通境内外双向资金，扩大跨境
资金使用规模。中交融资租赁（广

州）有限公司是以设施、设备融资租
赁为重点，经营性租赁、跨境租赁、
联合租赁、保理业务等多种金融服
务并举的新型租赁公司。这家成立
仅2年的企业，部分短期资金缺口需
通过短期融资来缓解。广东农行联
合境外分行为中交租赁办理了两笔
期限达 370 天的全口径跨境融资业
务。这两笔境外贷款利率较低，结合
远期锁汇后的综合成本远低于当时
境内市场人民币融资利率，不仅节省
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还解决了企业中
短期资金需求。

在促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
化方面，外汇局广东省分局制定下
发了促进广东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20条措施，深入开展“落实十九大
精神 外汇服务百企行”活动，召开企
业座谈会，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深入推
进跨国企业集团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
管理。广东各大金融机构也大力推动
跨境融资。统计显示，2018年上半年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辖内企业办理全口
径跨境融资签约融资63.4亿美元，同
比大幅增长96.3%。

广东金融系统紧盯市场需求——

创新跨境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