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6
ECONOMIC DAILY

新闻发布厅

以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7年6月29日的债权金额，截至公告日
已收回部分欠款，剩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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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合伙企业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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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姐 马先生 联系电话：86-755-82215584 82215557
电子邮件：wucaiqion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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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深圳监
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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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我公司拟处置所投资的平阳帝俊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优先级份额，特发布此处置公告。

平阳帝俊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成立的合伙企业，我公司对该合伙企业初始出资为人民币
88000万元,占比68.6251%，目前剩余投资本金为人民币54065万
元。现拟向合格投资者转让上述优先级份额。

该合伙企业认缴资金为人民币128233万元，属投资与资产管理
行业，企业地址：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
490室，经营范围：投资与资产管理；债权及金融资产收购和出资等，
企业经营状态为存续。合伙企业的主要资产是持有杭州中润瑞丰置业
有限公司、嘉兴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等两户三笔不良资产债权及其
附属全部权益，标的债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出售我司持有的平阳帝俊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优先级份额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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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润瑞丰
置业有限公司

嘉兴中润丽丰
置业有限公司

杭州中润瑞丰
置业有限公司

资产
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在地

杭州

嘉兴

杭州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金额（单位：万元）
本金

55000

72300

2522.36

129822.36

总金额

75624.57

84921.75

3155.63

163701.95

担保情况

1.杭州中润二期商服用地的土地作为抵押担保，抵押土地面积为58993平方米，地上有
在建工程已完工90%，部分房屋已预售，剩余未售部分一期二期合计约9万平方米;
2.苏州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占股30%）和中润控股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占股70%）持有
的杭州中润瑞丰置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3.苏州丽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戴其丰、蔡丽萍提供保证担保
1.嘉兴市利丰商业中心南区商办用途在建工程作为抵押担保，约10万平方米的商业体
和2.4万平方米的办公楼；
2.重庆裕晟丰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兴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3.杭州中润瑞丰置业有限公司、苏州丽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中润置业有限公司、戴
其丰、蔡丽萍提供保证担保

当前资
产状况

存续

存续

存续

本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11
月15日8时20分，三峡工程2020年
发电量达到1031亿千瓦时，打破了
此前南美洲伊泰普水电站于2016年
创造并保持的1030.98亿千瓦时的
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据悉，每千瓦时电量可产生13.8
元GDP。按此推算，1031亿千瓦时
电量，可支撑我国约 1.42 万亿元
GDP，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长江
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之时，三峡电
站持续加大电站出力和调峰量，送往
湖北、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清洁电能

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值。
今年汛期，长江流域共发生 5

次编号洪水，最大洪峰达到75000
立方米每秒，为历史罕见。在水利
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电网、南
方电网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下，三峡集团所属长江电力全面落
实汛期三峡工程各项风险管控措
施，优化三峡电站机组运行工况，
提升流域水雨情精准预报能力和
梯级电站联合调度能力，为电站安
全防洪度汛和“长周期、满负荷、不
间断”运行打下坚实基础。三峡工
程始终处于安全稳定状态，机组设
备可控。

本报海口11月19日电 记者崔国
强报道：2020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年
会暨农垦高质量发展论坛19日在海南
省海口市举行。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局长
邓庆海表示，我国各级农垦部门深入推
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推动农
垦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据农业农村部
统计，全国农垦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8
万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6420多亿元。

据介绍，本次会议旨在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农垦改革发展的决策
部署，助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
革，研讨新时代农垦高质量发展之路。

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农垦经济实
现生产总值7886.25亿元。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1828.37亿元；第二产业增
加值 3290.01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2767.87 亿元。人均生产总值 56305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达到
21213元，比上年增长12%。

邓庆海说，当前，省级农垦集团现代
企业制度建设不断深入，促使农垦全面
现代化提速。以黑龙江北大荒和广西农
垦去行政化改革、江苏农垦在农业板块
上市、北京首农食品资源整合、上海光明
和广东农垦国际化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以
及甘肃农垦清理“僵尸企业”等为代表，
全国农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逐步深入。

邓庆海说，全国农垦企业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正逐步展开，随着以资本为纽
带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现代
公司治理结构、治理体系进一步健全。
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上海光明、黑龙
江北大荒、北京首农3个资产和营业收
入均超千亿元的大型农业企业集团，江
苏农垦、上海光明、北京首农3个集团利
润总额均超过40亿元，农业领域“航母”
建设已见雏形。

据统计，全国农垦上市公司已有28
家。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湖北等地

分别组建了一批区域集团和专业化产业
公司，有效带动了区域资源资产整合和
现代农业发展。邓庆海说：“下一步，我
国将形成3个至5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世界一流农垦企业集团，涌现一批国内
领先的农业头部企业。”

不过，当前农垦经济还存在农垦企
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衔接不紧密，
产业多而不优、规模大而不强等问题。
针对发展中的问题，邓庆海表示，农垦经
济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统筹推
进、系统发展，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实现

“三个转变”，即从政事企一体的垦区统
管向农垦行业指导转变，从管理农业生
产向监管农业企业转变，从单独制定执
行系统政策向推动落实“一衔接两覆盖”
的对接监管转变。要锻造产业链供应链
长板，塑造新优势，实现大基地、大企业、
大产业协调共生、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让农垦经济成为农业现代化标杆。

本报上海11月 19日电 记者
王晋报道：第二十二届中国零售业
博览会19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开幕。多种新技术、新亮点在展
会集中亮相，零售业创新活力在
此释放。

本届展会规模达10万平方米，
参展企业近千家。在原有的中国高
端零售品牌展、中国零售商用冷链
展、零售展示道具及商业照明展、国
际智能信息技术展、零售生鲜加工及
商用厨房展、商店设计及视觉营销

展、智慧物流及供应链信息化展和中
国零售名优商品展八大主题展览基
础上，本届展会特别设立“扶贫专区”

“外贸专区”以及“助力湖北零售专
区”三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了特色
扶贫商品、外贸优质商品、农优特产
品、湖北荆楚优品等多种商品。

同日，19场平行论坛分别聚焦
零售业青年创新、百货购物中心化、
社区小业态、社区生鲜供应链等话
题，业内人士共同分享创新实践、发
展思考等。

本报北京11月 19日讯 记者
李佳霖报道：第二十三届北京·香港
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19日以线上方
式在北京、香港两地同时开幕。300
余名相关专业人士分别在北京和香
港会场参会。

本届京港洽谈会的主题是：深
化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洽谈会安排了15项活动，其中专题
活动11项。专题活动具体分为重
点区域推介、扩大开放合作、科技文
化创新合作、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

合作四大板块。
截至2020年9月，香港在北京

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7077个，占
北京市全部外商投资企业的36％；
累计实际投资1022.3亿美元，占北
京市全部实际使用外资的52％。北
京在香港累计直接投资364.43亿美
元，占北京市全部境外直接投资的
47.32%。京港洽谈会是京港两地交
流沟通的桥梁纽带和合作发展的重
要载体，目前已举办了22届，推动两
地经贸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本报哈尔滨
11月 19日电 记
者马维维报道：18
日起，黑龙江省多
地出现暴雪天气。
19日7时，黑龙江
省气象局将 11月
17 日启动的气象
灾害（暴雪）Ⅳ级应
急响应提升为Ⅱ级
应急响应。五常市
等地发布暴雪红色
预警、七台河市勃
利县等地发布暴雪
橙色预警。

暴雪天气导致
道路结冰，给黑龙
江交通带来大范围
影响。高速公路大
面积封闭，京哈高
速、哈同高速、哈牡
高速等 10余条高
速公路封闭，部分
高速禁止七座及以
上客车、危化品运
输车辆通行。截至
19 日 11 时，哈尔
滨机场平均风力
16 米/秒，能见度
400 米，全天计划

航班385架次，已经取消187架次。
为全力保障雪后出行，黑龙江“以雪

为令”，及时清除冰雪，保障道路安全畅
通。哈尔滨市增设大型照明设备、工作指
示牌，确保卸雪场地通行顺畅，2800余名
交警全部出勤，对全市191处易积雪、易
滑路段严看死守，及时处置交通事故。佳
木斯市提前制定雨雪天气应对预案，所有
清雪人员随时待命，成立清雪应急队伍并
在基地备战值班。

机场、高速公路出行不便，大量客流涌
向铁路，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运用
智能化系统，对动车组列车运行状态、风雪
灾害进行实时监控和提前预警，使用自主
研发的动车组融冰除雪装置，加快动车组
上线效率。同时，采取加开临客、动车组列
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提升卧铺列车
利用效率等措施，共增加7.5万余个席位，
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本报长春11月19日电 记者李
己平报道：18日至19日，吉林长春遭
遇历史罕见强雨雪大风冰冻天气。在
吉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19日下
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应急
管理厅副厅长孙廷东表示，18日13
时起，吉林全省启动了暴雪冰冻灾害

Ⅳ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大部分城
市供水、供气、供热保障基本正常，只
有长春部分地区供水供电受阻，进而
影响供热。各相关部门将密切关注雨
雪天气变化，加强会商研判，明确防范
重点，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全力确保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安全。

为应对此次强雨雪大风冰冻天
气，吉林省应急管理厅会同省气象局
等部门组织会商研判，加强对煤矿、非
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重点行业企业
督导检查；吉林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公
路管理部门集结除雪抢险队伍，第一
时间打通雪阻公路，保障市民出行；吉
林省农业农村厅将组织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开展安全风险排查，抢修加固在
田作业棚室，强化生产指导服务，帮助
农民做好抗灾自救工作；吉林省教育
厅要求各校加强对校园内各类建筑物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防止雨雪大风对
校舍安全造成危害。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注重指导
金融机构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
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11月19日，央行举行“金融
支持保市场主体”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四
场）聚焦“金融产品创新”，围绕政策工具
创新、信贷产品创新、配套服务创新等主
题介绍了相关做法和取得的成效。

“关于取消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资
本金专用账户这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
展，总行已经批准我们可以实施了。”中
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
行行长金鹏辉表示，在加快上海金融业
对外开放方面，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
推进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中心和风险
管理中心建设，搭建国际投资者了解国
内市场的平台，根据总行授权按月发布
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便
利境外机构投资者配置人民币资产，并
大力支持商业银行代理境外机构投资人
民币资产。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行长周逢民
介绍了济南分行在便利小微企业首次贷
款方面的尝试。周逢民说，从去年4月
份开始，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启动了“民营
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行动”，对成长期、
有潜力、有市场、未获贷的小微企业，逐
户建立培植档案，“一企一策”提供金融
服务方案，组织金融机构创新推出“首贷
通”“商e贷”等首贷产品，支持小微企业
站稳脚跟、良性发展。比如，在山东滨州
设立首贷服务中心，通过设立“首贷咨
询”窗口，实现首贷培植“服务靠前一步、
问题及时清理、业务高效办理”，已累计
帮助 2814 家民营和小微企业获得首
贷。截至10月末，山东已培植各类小微
企业12.24万家，其中获首贷企业11.31
万家，获贷金额1344亿元。

“江西作为革命老区，近几年在区域
金融改革试点方面承担了很多的改革任
务。我们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
构加大金融创新，为江西经济社会发展

保驾护航。”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行长张瑞怀说，金融部门主动策应国家
部委对口支援苏区振兴发展战略，因地
制宜打造“金融+扶贫车间”“金融+旅
游”等特色融资模式，创新油茶贷、脐橙
贷、光伏贷、电商贷、乡村旅游贷等信贷
产品。截至9月末，江西全省金融精准
扶贫贷款余额 2164 亿元，同比增长
21.5%。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率先在全国推进农垦国有农用地使
用权抵押贷款试点，创新“农业产业振兴
信贷通”，新的业务快速发展。

中国工商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
理田哲表示，工行始终坚持以金融科技
助力产品创新，大幅增加信用贷款投
放。一方面，着力于增加线上信用贷款
产品供给。运用大数据，丰富线上信用
类贷款——“经营快贷”产品体系，有效
覆盖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截
至9月末，“经营快贷”产品已为100余
万户小微企业主动提供信用类授信超

8500亿元，贷款余额超1000亿元，较年
初增长203%。另一方面，着力于拓宽
线下非抵质押融资渠道。通过深化银
政、银担、银保合作，以客户共管、风险共
担的模式，拓宽融资覆盖面。例如：作为
首批合作银行，工行与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签订了银担“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合
作协议，并在全国率先落地第一单贷款
业务。

“线上化、数字化是金融服务的发
展趋势，也是我们积极努力的方向，疫
情暴发加快了这一进程，我们也在很多
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以‘零接触’方
式创新服务客户。”中国民生银行小微
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周伯婷说，民生银行
大力推广无还本续贷，进一步简化业务
办理手续、开通“自助转期”，客户通过
手机银行即可完成续贷。1月至10月，
民生银行无还本续贷方式小微贷款投
放2120亿元，其中一半都是由客户自
助方式完成。

本报北京11月 19日讯 记者
冯其予报道：在19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成员相互实施关税减让、开
放市场准入、取消影响贸易的壁垒、
简化海关通关程序等，将进一步降低
RCEP区域内的贸易成本，推进贸易
便利化，对于区域各国贸易投资增长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峰介绍说，对中方而言，有利
于促进进口多元化，激发进口潜力，
优化进口结构，扩大先进技术、设备
和零部件进口以及国内有需求的资
源性商品进口；同时有利于稳定中国

对区域各国的出口。此外，RCEP还
有利于企业在区域内布局，更好在区
域内配置要素资源，进一步增强区域
内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

在回答经 济 日 报 记 者 关 于
“RCEP签署后商务部后续会出台
哪些配套政策”时，高峰表示，商务
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完成RCEP
生效核准程序，与协定各方共同努
力，推动协定尽快生效。同时，商务
部将进一步加强RCEP协定的宣传
解读，让国内企业更好地了解RCEP
协定、更高效地利用好协定的相关优
惠条款，使协定更好地惠及我国企业
和消费者。

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深入推进

我国农垦企业资产总额超万亿元

（经济）我国农垦企业资产总额超1万亿元
（经济）
新华社海口11月19日电（记者戴小河）我国各级农垦部门深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推动农

垦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农垦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8万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6420
多亿元。

这是农业农村部农垦局局长邓庆海19日在2020年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会年会上介绍的情况。邓庆海说，
全国农垦企业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正逐步展开，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不断完善，现代公司治理体系
进一步健全。

据介绍，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农垦上市公司已有28家。辽宁、江西、吉林、内蒙古、湖北等地分别组建了一批区

域集团和专业化产业公司，有效带动了区域资源资产整合和现代农业发展。
（完）

央行举行“金融支持保市场主体”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金融产品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姚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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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强化服务保企业正常生产
大部分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基本正常

商务部：

RCEP 对于区域各国贸易
投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三峡创单座水电站年发电量世界纪录

第二十二届中国零售业博览会举行

第 二 十 三 届 京 港 洽 谈 会 开 幕

11月19日，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光明村村民在清扫大棚上的积雪。当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赤峰市降雪持
续，局部地区下特大暴雪。内蒙古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24小时内内蒙古中东部、东部仍然有降雪天气。

侯显峰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