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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发区出台“新基建10条”——

打造数字经济新样板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曾 妮

3月29日，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举
行2020年第一季度重大项目投试产暨全
面加快推进新基建活动。24个重点项目通
过5G云端直播同时投试产。活动当天，广
州开发区还推出《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
发区 广州高新区加快“新基建”助力数字
经济发展十条》，以“新基建”为抓手，打造
数字经济发展新样板。

24个项目达产

“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紧密相连，
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重要载
体。广州开发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枢纽核心区，在工业互联网、5G等重点领
域布局早、发展快、基础好。

在主会场，随着一声令下，会场主屏幕
展现了各投试产项目厂内生产线、实验室
等区域进入投试产运营的情况。集中投试
产项目中包含中国软件CBD、京信、立景、
维杰斯通等8个“新基建”项目，占当天投
试产项目的33%；5个生物医药和医疗服务
项目、7个先进制造业项目、4个总部和其
他配套产业项目。这24个投试产项目预
计达产后年产值1172亿元。

中国软件CBD是当天投试产运营的
“新基建”领衔项目。项目对接国内外以区
块链为特色的重点软件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和创新创业平台，打造国际一流的软件
业务和技术创新新生态。

“该项目将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信息
技术的集聚区。未来我们将引进500家软
件企业。”中国软件CBD投资方、科学城
（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光
南说。

由京信通信投资建设的京信 5G
AAU配套天线和介质滤波器智能工厂项
目于活动当天投试产。该项目位于中新广
州知识城，总投资超5亿元，主要生产5G
介质滤波器、5G天线，是5G通信网络建设
系统的关键射频部件平台。

新能源汽车充电装置方面，当天投试
产的维杰斯通（中新广州知识城）科技园区
主要生产并网光伏系统及光伏输配电器
材、光伏电源、太阳能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该企业旗下的海坤电气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仅用18个小时就赶制
出一批智能配电设备，及时供应深圳小汤
山临时医院。

打造“中国软件名区”

活动现场，“通用软硬件（广州）适配测
试中心”和“区块链发展先行示范区”揭牌。

我国信息产业的软硬件产品与国际领
先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构建现代化产业
生态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就是产业链上各种
软硬件的适配工作。目前通用软硬件适配
测试中心仅在北京、广州、武汉三地部署，
作为全国首家揭牌的适配中心，通用软硬
件（广州）适配测试中心将加速中国基础软
硬件生态体系进程，加快提升基于信创领
域CPU的计算机设计、生产能力及我国信
息安全保障能力。

广州开发区是以区块链为特色的“中
国软件名区”。今年2月21日，广东省印发
《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总
体方案》，明确在该区鱼珠片区布局打造以
区块链为特色的中国软件名城示范区。中
国软件CBD项目是上述方案中明确的区
块链创新核心载体。广州开发区将建设立
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一带一路”、影响全

球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园，打造以区块链
为特色的高端软件产业集群。

同日揭牌的还有广东密码应用和创新
示范基地项目。该项目是全省唯一一个

“广东省密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也是
国家重点扶持的密码应用创新项目。项目
将以推动商用密码在全社会的广泛应用为
目标，建设以“自主创新、安全可控”为基
础，集产、学、研、用、测、管、行于一体的密
码应用和创新示范基地。

实施“新基建10条”

当日，广州开发区“新基建10条”宣告
实施。

据介绍，“新基建10条”有四大亮点：
——重奖“新基建”高端项目和人才。

紧盯全球顶尖数字经济技术，对处于价值
链顶部、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和国际影响
力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高端项目落户给予
最周到的服务和最大力的扶持，鼓励现有
企业做大做强，重奖数字经济人才。

——强化“新基建”底层技术支撑。提

出3年投入1亿元，培育一批操作系统、数
据库、中间件、CPU芯片、AI芯片、流版签
软件、网络安全软硬件领军企业，构建完备
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态，争创粤港澳大
湾区首个国家级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基地。

——发展“新基建”新业态新模式。加
速制造业数字化进程，焕发制造新活力。
鼓励发展电子竞技、数字医疗、空中互联
网、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

——探索“新基建”制度创新。除了在
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对“新基建”给予

“硬”支撑外，注重通过制度创新给予“软”
保障，明晰数据产权，鼓励运用区块链技术
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安全制度体系，推动
公共数据逐步开放，加强关键新型基础设
施安全保护。

据悉，广州开发区目前正依托自身产
业基础、区域定位和资源优势，布局“新基
建”四大区域：鱼珠片区规划人工智能与
数字经济试验区、科学城创建工业互联网
融合发展示范区、知识城构建通信网络国
际数字枢纽、生物岛建设生物安全智
慧岛。

广州开发区筹划了120个“新基建”项目。图为高新兴科技集团生产车间。 陈耀炫摄（中经视觉）

3月5日，陕西西咸新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最大的一次
“屏对屏”单笔项目签约：总投资133亿元的陕西铁路物流集团总
部基地落地新区丝路经济带能源金融贸易区。其中，铁路项目建
设投资103亿元；拟在西咸新区设立的集团总部基地投资30亿
元，主要建设陕西铁路物流集团调度中心、集团物流贸易公司、智
慧物流铁路应用技术联合实验室和办公生活基地。西咸新区管委
会主任康军表示，该项目的落地为当地发展总部经济增添了新动
力。“西咸新区将全力以赴为企业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最优惠的政
策、最优良的环境，助力企业发展壮大。”

3月3日，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东航维修机库，一架来自
柬埔寨澜湄航空的空客A321客机正在进行检修，这架“12岁”的
空客A321客机将在这里接受为期24天的8C检修。

“东航技术西北分公司是陕西唯一同时拥有FAA和EASA
维修许可证的飞机维修企业，具有雄厚的维修资质和丰富的维修
经验。此外，空港新城聚集的航空维修服务业态、区位优势以及专
业的服务团队，也是促成我们最终竞标成功的原因。”东航技术西
北分公司项目经理张江平表示。

这是西安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以来首例干线飞机进境维修业
务，也是西咸新区空港新城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和打造临空经济全
产业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为陕西外向型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下，这个项目能如期进行，得益于东
航技术稳扎稳打的筹备工作，得益于空港新城充分利用此前帮助
区内企业开展飞机进境维修的经验，我们协同海关、维修企业在前
期形成了完备的工作机制。”空港新城招商二局局长张扬说。

当柬航飞机接受检修时，位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的陕西环通
标准锅炉有限公司刚刚收获了一笔400万元的订单。尽管受到疫
情影响，该企业2月24日才复工，但从年初至目前，企业已累计收
获订单3000万元，同比增长40%。

一边忙生产，一边忙科研。复工后的陕西环通标准锅炉有限
公司处处洋溢着活力。“我们和西安交通大学合作建设超低氮高效
冷凝创新实验平台，现在正在购买实验设备。这项创新研究能够
将锅炉的燃烧效率提高8%，不仅能增强产品竞争力，更能大大节
省天然气能源的消耗，不仅对节能作出贡献，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也
具有重要意义。”陕西环通标准锅炉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峰说。

业务的快速复苏也给刘峰带来新难题：企业流动资金需求增
大，而受疫情影响，融资环节出现了问题。

但让他意外的是，企业刚复工，泾河新城改革创新发展局局长
李鸿飞就上门“问诊”。当得知企业有融资困难时，泾河新城迅速
组织金融部门对接辖区内的金融机构，短短几天时间，就为企业牵
线，达成1600万元的银行信贷支持协议。

政策给力，能否切实贯彻执行是关键。为此，西咸新区派出
263名干部，担任驻企联络员，上门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实现对
重点项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覆盖帮扶。联络员的主要职责
是指导扶助企业落实各项防疫要求和措施，协调解决企业复工复
产中存在的各类产业链修复问题；指导帮助企业申报、享受和兑现
各类惠企政策和专项资金；定期上门服务，听取、收集和反馈企业
生产经营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指导帮助企业加强党的建
设和企业管理，促进企业长期健康发展。

多措并举，西咸新区正用良好的营商环境为发展赢得时间。
对此，位于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的西安西开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韩西平深有感触。该企业正式复工后，仅用4天时间，计
划交付海外的重要产品就被送上了发往柬埔寨、希腊等国的货
船。“沣东新城管委会不仅指导我们安全顺利复工，还主动帮我们
协调办理好了物流运输通行手续，让我们赶上了既定的船期，也帮
助企业守住了国际交流合作的信誉。”韩西平说。

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考拉海购的跨
境仓库内，快递车辆有序装车，物流生产线
上的工作人员快速分拣，他们正在为考拉
海购的促销活动忙碌着。

春节期间，考拉海购根据华北地区市
场的需求，第一次做出“春节不打烊”的连
续作业安排。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企业在安全生产、用人用工乃至物流调配
方面都面临着极大压力。

考拉海购华北运营华北分拨中心负责
人崔俊杰说：“疫情发生后，市场对洗手液、
体温计、食品等民生消费物资需求激增，考
拉海购发挥自身优势，迅速采购进口了洗
手液、体温枪等防疫物资以及进口食品、母

婴商品等生活快消品。一方面考拉东疆仓
库需要尽快将消费者的上述订单及早发出
去，另一方面要克服春节和疫情造成的人
员短缺。”

得知此情况后，天津东疆管委会组织
相关部门研究解决方案，按照天津对于涉
及民生的电商及物流快递企业复工的要

求，联合海关、业务主管部门和社区、安全
等多部门联动，对货物通关、人员进出、住
宿安全、生活物资等实施全方位保障，帮助
企业在安全上把好关。同时，管委会组织
网格员与复工复产电商企业一对一沟通对
接，随时掌握生产复工情况，指导企业全方
位落实好人员管理和仓内消毒防护等防疫
保障细节。从大年三十至2月底，考拉海
购累计完成超过30万订单，为京津冀及北
方消费者提供了不间断的海外商品供应。

同时，为保证业务高效开展，避免人群
聚集，东疆海关运用信息化手段，对理货、
盘库等业务开展远程监控，实现作业“零接
触”，帮助企业实现高效通关。目前，苏宁
国际、阿里如意仓、小红书、顺丰等区内
跨境电商企业均已全面复工复产。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

跨境电商复工忙
本报记者 商 瑞

国家西咸新区：

专业服务细
产业修复快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王 睿

图为陕西法士特沃克齿轮有限公司工人在机器人生产线上进
行设备调试。 邓 飞摄（中经视觉）

以下单位《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不慎遗失，现声明作废。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商丘芒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20411423005

许可证流水号：0147182

批准成立时间：2008年05月08日

机构住所：永城市芒山镇雨亭村

发证时间：2016年12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商丘芒山营销服务部

2020年3月31日

遗失声明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上述金融不良债权的
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
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
易联系人接洽。交易资产可单项处置，亦可多项组包处置。

上述金融不良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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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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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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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吴小姐
联系电话：0755-82211260
电子邮件：wuwenjie@coamc.com.cn
通信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建设路2016号南方证券大厦A、B座

18楼
邮编：518001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

察审计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深圳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755-88318989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
电话：0755-8828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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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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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对所持有的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8户金融不
良债权（编号：COAMC-ZHNS-2020-01）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
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人民币13533.29万元，包含债权8户，涉及本

金人民币9583.52万元，利息人民币3791.39万元,垫付法律费用
158.38万元,抵债资产0项，金额0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
2020年3月20日，债权金额以相关债权文件及生效法律文书等确定
的为准），分布在珠海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序号

1

分布地区

广东省珠海市

币种

人民币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9583.52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金额占比

1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广东省电白县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8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