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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与福建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表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担保权利和其他权利依法全部转让给福建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福建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表中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债务承继人向福建
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担保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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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中本金、利息、垫付诉讼费截至2019年12月10日，借款人和相应的担保人应支付给福建省东起起
重设备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31-8501125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武都路225号
福建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13950234911
联系地址：福建省闽侯县甘蔗街道铁岭村5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福建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2020年1月9日
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9/12/10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与
福建省东起起重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

福建省汇榕
钢结构工程
有限公司

债权本息总额

66376069.77

本金余额

49700000.00

欠息

16668269.77

其他费用

7800.00

保证担保

宋义官、黄文琴、
李珍、宋容

抵押担保

福建省汇榕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连江县大官坂垦区土地
及在建工程，土地面积180794平
方米，在建工程规划建筑面积
140832.62平方米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

川监管局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

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宏济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51010074

许可证流水号:00558530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9月21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宏济新路43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19年12月23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清波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1010110

许可证流水号:00473759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4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波路187-191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1月2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国家林草局发布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情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条件已成熟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编制完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月8

日发布消息称，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近

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

入乡创业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推

动返乡入乡创业，以创新带动创

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更充

分、更高质量就业。好政策如何

用好，记者带你一起了解——

三部门印发意见

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版编辑 董庆森 杜 铭

政策支持力度将加大

落实扶持政策。明确返乡入乡创业人
员同等享受当地创业扶持政策。对符合条
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要落实税费减免、
场地安排政策，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政策。探索建立信用乡
村、信用园区、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孵
化实训基地推荐免担保机制，缓解返乡入
乡创业反担保难题。

创业培训扩容提质

扩大培训规模。将有培训需求的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全部纳入创业培训范围，开

展有针对性的返乡入乡创业培训。
提升培训质量。积极创新培训模式，

根据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特点，开发特色专
业和示范性培训课程，并对返乡入乡创业
带头人开展创业能力提升培训。探索组建
专业化、规模化、制度化的创业导师队伍，
发挥“师带徒”效应。

落实培训补贴。对参加返乡入乡创业
培训的，按规定落实培训补贴。

优化创业服务

提升服务能力。建立基层服务人员管
理和培训机制，设立创业服务专门窗口，组
建专家团，向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指导服
务。支持运用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向社会购

买基本就业创业服务成果，引导各类市场化
服务机构为返乡入乡创业提供服务。

强化载体服务。加强各类返乡入乡创
业载体建设，打造全产业链孵化体系。

健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机制。推进
扶贫车间、卫星工厂、返乡入乡创业小微企
业等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开展新业态从
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工作。对返乡入乡创
业失败的劳动者，按规定提供就业服务、就
业援助和社会救助。

加强人才支撑

一方面要做好用工服务。建立返乡入
乡创业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制度，提供
信息发布、用工指导等服务。对返乡入乡
创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手
工艺传承人等机构或个人作为主体提供培
训的，可按规定给予培训补贴。

另一方面要深化招才引智。建立本地
外出人员联络机制，引进一批返乡入乡人
才，按规定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引进人才
及其家庭提供配套公共服务。返乡入乡创
业企业招用的技术技能人才、经营管理人
才，纳入当地人才引进政策支持范围。

本报北京1月8日讯 记者李佳霖报道：北京市国有文化
资产管理中心、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8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
布了《北京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未来3年，北京市文化产业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干哪些、
怎么干、谁来干”？对此，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刘绍坚介绍了相关情况。

“《行动计划》在内容框架上贯彻‘内容为王、创新融合’两条
主线，聚焦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融合发展等文化
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积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与消费模
式。”刘绍坚表示，《行动计划》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着力解决全
市文化产业有数量欠质量、有高原缺高峰、有规模少品牌等突出
问题和瓶颈环节，力争通过3年努力，着力实现创作生产精品
化、文化创意品牌化、新兴业态多元化、市场体系现代化，初步形
成首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系。

刘绍坚表示：“在创作生产精品化方面，要健全生产、转化、传
播全链条，推出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凸显首都文化
价值的精品力作。在文化创意品牌化方面，强化创意设计服务对
文化产业各领域的渗透和支撑作用，促进产业品质和价值提升。
在新兴业态多元化方面，加快推动文化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重
点发展‘文化+’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在市场体系现代化方
面，有效激发文化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各类要素高效配置。”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北京在全
国率先发起文化产业高质量行动计划，不仅为我国高质量转型
升级提供了一个经济较发达区域的行动样本，也为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架构了可持续发展的高品质文化产业引擎。

新年伊始，新春将至。
嘉陵江畔、大山深处，甘肃省陇南市徽县嘉陵镇稻坪村喜庆

氛围浓烈——1月7日，村里又要举行分红大会。劳碌了一年的
村民们，即将迎来收获的喜悦。

已80岁高龄的尹守仁老人，在自家的老屋里喝着罐罐
茶。一会儿女婿要去参加分红大会，他也乐得合不拢嘴：“村里
面貌变化大，儿媳妇开了农家乐，大孙子还在县城买了房……”

“去年分了3544元，今年会再多一些！”蔡兴林是2013年确
定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18年底脱贫。他对分红充满着期待，
早早来到村民广场，戴上大红花，脸上笑容掩不住。

13时30分，分红大会正式开启。
“2019年，合作社全年实现总收入86.97万元，支出8.4126

万元，盈利78.5574万元，村集体分红20.582万元，股民分红24.6
万元，股民平均分红7073元……”稻坪村党支部书记尹守明的话
音未落，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稻坪村有尹坪、郭山、稻坪3个村民小组，121户。农民收
入以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为主，全村2014年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2户133人。受资金、技术等多种因素制约，村级集体经济空
心化，增收渠道有限，脱贫一直是当地努力攻克的头号问题。

为了破解脱贫难题，市、县、镇、村4级干部共同想办法，找
出路，确定了发展生态养殖、乡村旅游的发展思路。

——2018年3月，徽县青泥岭树蜜稻坪生态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成立，79位村民入股。2019年以来，稻坪村大力推行

“支部引领、集体控股、群众参股、给贫困户配股”的发展模式，立
足本村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养殖。

——村里以修旧如旧、全面复古思路修缮尹家老宅古村落，
还修建了网红桥、彩虹滑道、思源瀑布，打造旅游名片，乡村旅游
产业欣欣向荣，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群众收入显著提升，
自力更生、创业致富的信心更加高涨。

“以前有想法但没实现，现在步子迈开了，胆子也大了，下一
步我们要挖掘古城文化，把产业越做越大！”尹守明说。

向阳庭院花开早，勤劳人家幸福多。这是稻坪村民信奉的
理念，而村党支部的提前谋划，更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本报北京1月8日讯 记者黄俊毅报
道：国家林业和草原局8日召开2020年第
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继续发布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情况。本次发布会邀请三江源国
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任永禄和海南热带雨
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夏斐介绍有关情
况。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任务已全部
完成，具备正式设立国家公园的条件；《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
海南长臂猿种群恢复势头良好。

任永禄表示：“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总
面 积 为 12.31 万 平 方 公 里 ，平 均 海 拔
4713.62米，它拥有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独有
的大面积湿地生态系统，素有‘中华水塔’之
称，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任永禄说，2016年3月，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启动，青海省成立了由省委书记、省
长任双组长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领导
小组。目前，《关于实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方案〉的部署意见》确定的8个方面
31项重点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区生态保护和恢复成效日益显现，环
境质量持续提升，生态功能不断强化，水源
涵养量平均增幅6％以上，草地覆盖度提高
11％以上，产草量提高30％以上，已具备
2020年正式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条件。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整合了园
区所涉4县的自然资源执法机构，解决了自
然资源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任永禄说，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还在探索社区
共管模式，充分调动牧民民众保护生态的积
极性。园区全面实现“一户一岗”，共聘用
1.72万名生态管护员持证上岗，户均年收入
增加2.16万元。

按照相关规划，2020年中国将正式设
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相关法规和政策体系逐
步完善，标准体系基本形成，管理运行顺畅；
到2025年，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法规政策体系、标准体系趋于完善，管理运
行有序高效；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的国家
公园，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完善，实现对三
大源头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总面积
4400平方公里，是亚洲热带雨林和世界季
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
型”热带雨林，是我国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
好、连片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具有国家代
表性和全球保护意义。

“2019年1月，《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体制试点方案》审议通过；当年2月，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吊罗山正式揭
牌成立。海南省与国家林草局联合成立了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领导小组，

统筹推进体制试点。”夏斐表示，目前，《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体规划（2019－2025
年）》已编制完成，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已启
动，聚焦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海南国家公园研
究院已成立。下一步，将加快推进总体规划
报批和专项规划编制，积极推进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管理局内设机构和二级管理机构设
置，确保通过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前的验收工
作，尽快正式设立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在回答有关海南长臂猿保护的提问时，
夏斐表示，海南长臂猿是仅分布于海南岛的
我国特有物种，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仅剩7只
至9只个体生存在霸王岭热带雨林。2016年
至2019年，通过实施海南长臂猿栖息地恢复
工程，海南长臂猿种群逐步增长，目前达到4

群30只，并显示持续扩大的良好势头。
夏斐说，建设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就

是为了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
完整性，海南长臂猿作为热带雨林中的旗舰
物种，其生存状况直接反映了热带雨林生态
系统的健康状况，保护海南长臂猿就是保护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原
真性和完整性的关键体现，关乎着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建设的成败。

目前，我国已启动三江源、东北虎豹、祁
连山、大熊猫、海南热带雨林、神农架、武夷
山、南山、普达措和钱江源等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2020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进行
试点验收，达到标准和要求的将正式设立国
家公园。

本报银川1月8日电 记者许凌报道：近日召开的宁夏回
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把“三农”议题放在了第一项。自治
区党委书记陈润儿表示，抓农民增收是老话题，但对宁夏来说还
是当前重要课题、紧迫任务。“尽管宁夏农业有特色、有基础、有
优势，尽管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
距。打赢三大攻坚战，宁夏还是要从狠抓农民增收入手。”

——实现新一轮农民增收，要从调整结构入手。宁夏农业
规模不大但特色鲜明，农产品总量不多但品质优良，只有通过调
整结构，提高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转化率，走出一条
特色鲜明、高品质、高效益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子。

——实现新一轮农民增收，产业规模要扩大，标准要提高。
要优化牛奶、粮食、牛肉产业结构、提升品质，做大做强精深加
工、循环发展的文章，通过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构建农业全产业
链，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要不断完善枸杞、滩羊、硒砂瓜、冷
凉蔬菜等特色产业的标准体系，加快推进生产设施、过程和产品
的标准化建设，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分级及产地准
出、市场准入制度，推广应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实现新一轮农民增收，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品牌工
程。集中打造一批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一批企业知名品牌和名
优新产品品牌。目前，宁夏已拥有绿色有机及地理标志农产品
373个，创建了中宁枸杞、盐池滩羊、中卫硒砂瓜、西吉马铃薯、
灵武长枣5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宁枸杞、盐池滩羊、宁
夏大米、中卫硒砂瓜、沙坡头苹果、西吉马铃薯、固原黄牛、灵武
长枣等8个区域公用品牌。

北京：

文化产业有了
高质量发展路线图

宁夏：

狠抓农民增收
是当前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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