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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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深圳市华胜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名称

深圳市华
胜集团有
限公司

所在地

深圳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60000000.00

利息（暂计至
2020年6月20日）

6868072.81

担保情况

抵押物为张丽娟名下位于深圳市深南大道车公庙绿景
广场主楼 17G 的房产;余达诚名下位于深圳市深南大
道车公庙绿景广场主楼17J的房产；余胜明名下位于深
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天鹅堡(二期)G 栋 1 单元 14B 的房
产；余胜明、翁元青、余达诚、张丽娟、深圳市招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衢亿金属有限公司、深圳市安鹏
实业有限公司、惠州市华胜木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胜源
比嘉建材有限公司、广州市泰比胜木业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

当前资产
状况

已 判 决 ，
未执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关于深圳市华胜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以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6月20日的债权金额，债权实
际金额以生效法律文书或相关债权文件约定标准计算为准。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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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 周先生

联系电话：86-755-82215591 82215573
电子邮件：xurenf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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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总部纪检监察部门）
0755-82215576（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755-88318989（财政部驻深圳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0755-88285111（中国银保监会深圳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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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

6月中国运输生产指数降幅进一步收窄

货运总体已恢复至正常水平

经常去菜市场的人们发现，近期
猪肉价格在连续下降后有所回升。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2月
份以来，猪肉价格连续3个月下降，
进入6月份开始上涨。7月份第2周
（7月6日至7月12日），全国集贸市
场猪肉平均售价每公斤53.15元，已
连续6周上涨，涨幅15.6%，但比2月
中旬的高点低6.49元。

近期肉价为何上涨

如何看待当前生猪供应形势？7
月13日，在农业农村部举行的新闻
通气会上，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
长杨振海表示，近期猪肉价格有所上
涨，主要是受消费增长的拉动。7月
份以后，可出栏的商品肥猪将会逐步
增加，猪肉市场供应将持续改善。三
季度之后，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将逐
步缓解，下半年猪肉市场供应总体是
有保障的，猪肉价格没有持续大幅上
涨的基础。

这一轮猪肉价格上涨，主要是
消费拉动，也有一些突发性因素助
推。杨振海分析说，3月份全国餐饮
收入同比下降46.8%，5月份降幅已
收窄至18.9%，6月份餐饮收入继续
回升，带动猪肉消费保持增加势
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居民
对冻猪肉消费产生顾虑，鲜猪肉市场
需求增加，冻猪肉储备的市场调节作
用受到影响。近期南方持续出现的
强降雨天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猪
及猪肉调运，推升了部分地区的活猪
价格，7月上旬广东、福建等省已超过
39元/公斤。

生猪产能情况如何

事实上，从生产端来看，当前生
猪产能恢复势头很好。在市场拉动
和政策推动下，今年以来，生猪生产
持续加快恢复，非洲猪瘟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上半年，新建猪场多，补
栏增养快，猪肉市场供应逐步改善，
生产恢复进度好于预期。”能繁母猪
存栏、生猪存栏是生猪生产的两项最
重要的指标。杨振海从这两个指标
分析了生猪生产形势。

能繁母猪存栏连续9个月环比
增长。能繁母猪存栏量，是体现生猪
产能的核心指标，是生猪生产的源
头。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去年9月份
以来，能繁母猪存栏月度环比持续增
长，近几个月的增幅保持在较高水
平。6月份能繁母猪存栏实现同比增
长3.6%，这是自2018年4月份以来
首次实现同比增长；与去年9月份相
比，能繁母猪存栏累计增长幅度达
28.6%。

生猪存栏连续 5 个月环比增
长。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生猪存栏最
近 5 个月环比增幅分别为 2.8%、
3.6%、4.5%、3.9%和4.4%，增长势头
稳定向好。与今年1月份相比，生猪
存栏累计增长幅度为20.9%。据对
全国规模猪场全覆盖监测，上半年有
6177个新建规模猪场投产，去年空
栏的规模猪场有10788个复养。中
小养殖户养殖积极性一样很高，最近
4 个月，全国新增了 122 万中小养
殖户。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二级巡
视员辛国昌补充说，各地生猪生产
恢复普遍向好。6月份，除宁夏外，
30个省份生猪存栏环比增长，前期
降幅较大的南方主产省份持续快速
恢复，江苏、安徽、湖南、福建、

四川等省生猪存栏环比增幅继续保
持在5%以上。新疆、贵州、黑龙江
等15个省份能繁母猪存栏已恢复到
2017年年末的85%以上。另有13个
省份生猪存栏已恢复到2017年年末
的80%以上。在多重因素下，猪肉
市场供应持续增加。3月份以来，生
猪出栏量连续4个月环比增长，其
中 6月份出栏量比 5月增长 6.5%，
比2月增长36.7%。

肉价没有大幅上涨基础

解决养殖场户资金难题是促进
生猪生产发展的关键。今年以来，
农业农村部推动将抵押贷款试点扩
大到全国所有省份，贷款贴息养殖
场规模从年出栏5000头以上放宽到
500头以上。促进银企对接，推荐
金融支持重点生猪养殖企业，生猪
相关贷款余额比年初大幅增长。多
部门下达各类生猪项目资金，支持
养殖场户增养补栏。地方政府也采
取了很多措施，拿出了真金白银，
鼓励生猪生产。

“非洲猪瘟是生猪生产的严重威
胁，我们重点强化12项常态化防控
措施，开展规模猪场入场非洲猪瘟采
样检测，着力解决瞒报疫情、调运监

管不力等突出问题。”辛国昌说，近期
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开
展百日专项打击行动，严查违法违规
调运生猪行为。农业农村部支持非
洲猪瘟疫苗研发，批准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研发的非洲猪瘟疫苗进入临床
试验。

“下半年，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
涨的可能性不大。”杨振海总结，从
生产来看，下半年生猪供应将持续
恢复向好，目前，生猪存栏和仔猪
供给量已连续5个月恢复性增长，
预示7月份以后可出栏的商品肥猪
将会逐步增加，猪肉市场供应将持
续改善。同时，今年猪肉进口预计
比去年增加100万吨以上，禽肉产
量增加120万吨以上。综合分析，
三季度之后猪肉供应紧张的局面将
逐步缓解，下半年猪肉市场供应总
体是有保障的，猪肉价格没有持续
大幅上涨的基础。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联合其
他部门开展生猪稳产保供工作和相
关政策落实情况督查，检查各地半
年目标任务完成进度，压实地方责
任；还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好生猪
养殖用地、抵押贷款试点和环评等
政策措施，尽快将补助资金兑现到
场到户。

不断创新招商引资方式

广西钦州5G

云招商中心启动

商务部印发通知

优化金融服务为外贸企业解难题
本报北京7月13日讯 记者冯其予

报道：为充分发挥金融对稳外贸稳外资促
消费的积极作用，近日，商务部印发《关于
加强协作联动推动加大金融支持稳外贸稳
外资促消费力度的工作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进一
步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增进与当地重点外
贸外资企业、商贸流通企业、供应链核心

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的沟通对接。了解企
业在金融服务方面的需求和问题，及时向
金融机构反映，推动优化金融服务，协调
解决企业困难。

要加强与金融机构信息共享。各地商
务主管部门要推动供需两端精准对接。鼓
励与各地金融分支机构结合实际，研究出
台专项举措，不断增强金融服务质效。

新建猪场多，补栏增养快——

猪肉市场供应渐趋平稳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北京7月13日讯 记者曾金华
报道：为加强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简
称“基金”）的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
13日，财政部公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基金来源包括通
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转让温室气体减排量
所获得收入中属于国家所有的部分；基金
运营收入；国内外机构、组织和个人捐赠。

基金使用采取赠款、有偿使用、理财
等方式。基金通过有偿使用和理财获取合
理收益，以做到保本微利，实现可持续发
展。基金通过有偿使用方式支持低碳发
展、生态保护以及有利于产生应对气候变
化效益等投资活动。

《征求意见稿》要求，基金不得用于
不符合其宗旨的赞助和捐赠支出，不得从
事股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房地产以
及期货等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投资。

财政部公布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

基金不得投资高风险金融衍生品

本报海口7月13日电 记者潘世鹏
报道：13 日上午，海南省 18 个市县
（区）同时举行海南自贸港建设项目（第
二批）集中开工活动。当天，集中开工项
目共121个，总投资281亿元，今年计划
投资59亿元。

在此次集中开工项目中，既有为服务

保障贸易自由便利而建设的洋浦港小铲滩
起步工程，也有助力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
费中心而开工的亚龙湾玫瑰风情小镇产业
项目，以及为促进热带特色农业发展而启
动建设的南繁基地（乐亚片）水利设施项
目等，涵盖了产业发展、“五网”基础设
施提质升级、民生公共服务等领域。

开工项目121个，总投资281亿元

海南自贸港第二批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北京7月13日讯 记者齐
慧报道：13日，交通运输部科学研
究院发布中国运输生产指数（CT-
SI）显示，6月运输生产降幅继续收
窄，货运指数已基本回到正常发展
轨道。

6月份，CTSI为153.9点，同比下
降11.5%，降幅较5月份收窄5.0个百

分点。分结构看，CTSI货运指数为
185.2点，同比增长5.0%，增速较5月
份加快4.2个百分点；CTSI客运指数
为96.6点，同比下降43.1%，降幅较5
月份收窄6.1个百分点。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信息中
心研究咨询室副主任兼实验室主任
周健认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逐

步降低、生产生活秩序持续恢复，6月
中国运输生产指数（CTSI）降幅进一
步收窄，其中CTSI货运指数继续保
持正增长，增速达5.0%，不仅明显快
于5月份0.8%的增速水平，而且与去
年全年、去年同期增速基本持平，表
明货运总体已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
基本回到原有发展轨道。从货运与

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看，表明我
国经济不仅已经复苏，而且正在率先
趋于正常。

据悉，CTSI以铁路、公路、水路、
民航客货运量为基础指标加权合成，
综合反映交通运输行业总体运行情
况。指数由综合指数以及客运、货运
两个分项指数构成。

本报讯 记者童政报道：为加大优化营商环境力度，提升
钦州市服务企业水平，7月13日，广西钦州市举行云上钦州·
5G云招商中心启动仪式暨“三企入钦”云招商会议。该5G云
招商中心的启用，进一步完善了钦州全市招商“一盘棋”的工作
机制，创新开展招商引资及服务企业工作，有力推动了“数字钦
州”建设。华能集团、中信集团、中国铁路物资集团、紫光集团、
中国国储集团、深圳手机协会及部分会员单位、四川省广西商
会有关会员单位及在川民企共计61家企业云端参会。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西钦州市不断创新招
商引资方式，运用大数据技术，在广西率先开展了云推介、云
直播、云考察、云洽谈、云签约等一系列活动，位于钦州华为数
字小镇总部大楼的5G云招商中心正是钦州市充分运用“互
联网+”，布局高质量发展新动能的招商服务平台，该中心依
托中国—东盟（钦州）华为云计算及大数据中心和全国首个
5G华为数字小镇，通过5G网络全覆盖，集云招商、云推介、云
签约、云直播、云考察、云洽谈功能为一体，实现信息发布、全
景漫游、远程考察、网上办公、客商服务、互动交流等功能，中
心可实现举办高清稳定的云推介会、云洽谈、云论坛、云培训、
新闻发布会等活动。

本报北京7月13日讯 记者顾阳报
道：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
投资93亿元，支持一批城镇生活污水垃圾
处理、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环境污染治理等
重点项目建设，推动补齐城镇环境基础设
施短板弱项，促进能源资源高效利用，助力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指导督促各地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执行和项目实施，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切实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93亿元支持各地生态文明建设

本报成都7月13日电 记者刘畅从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四川将布局建设一批产业发展、科
技创新、对外开放、区域协同等重大平台来
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邓长金介绍，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必须聚焦重
点区域、重点领域，加强整体谋划、注重统筹

实施，将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规划、具体政
策、具体工作、具体项目，抓住战略实施的关
键环节。在促进创新资源集聚，加快建设区
域协同创新体系方面，四川将在空间布局
上，以成德眉资同城化为“极核”，一体化构
建成渝科创“大走廊”，协同打造成德绵乐广
高新技术产业带、沿长江上游绿色创新发展
带、川渝毗邻地区融合发展创新带。

加快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

四川将建一批区域协同等平台

本版编辑 孟 飞 张 可 董庆森

本报上海7月13日电 记者沈则瑾报道：13日，首次
转战“线上”的第30届中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2020
线上）开幕。今年线上华交会将提供在线展示、供需匹配、
在线搜索、在线对接会、在线签约、在线客服等全天候24小
时线上外贸平台服务。

据了解，线上华交会设五大专业子展，包括服装服饰
展、纺织面料展、家庭用品展、装饰礼品展和现代生活方式
主题展。同时，线上华交会还顺应当前国际贸易形势，专门
设置了“出口转内销专区”“防疫物资专区（医用物资及口罩
除外）”和“跨境电商专区”，为外贸企业打造开拓国内外市
场的新通道。本届线上华交会通过审核的参展企业共计
3520家，共上传产品71759件，已注册采购商21017家。
此外，线上华交会还安排举办4场买卖对接会，参展商、采
购商预约配对，在展期将进行一对一视频连线洽谈。

浙江省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斌说，
公司设置了18个线上展位，包括纺织服装、家居用品、鞋
类、休闲用品四大类156个产品，还申报了45场对接会。
他表示，上半年外贸受新冠肺炎疫情和经贸摩擦影响较大，
下半年要抓住华交会这样的专业展会重点发力。

参展企业共3520家

第30届华东进出口

商品交易会开幕

顾客在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一家超市选购猪肉。 贾敏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