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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商城与

联合大学商学院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就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电商人才，

达成一系列深度合作，专项培养对口

人才。定期安排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商

城的专业人员与学生们进行项目互

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商城将为联合大学商学院目前 6个对
口专业的学生提供稳定的实习及就业

机会，并积极提供符合该校相关专业

师生的项目实践。未来中国地理标志

产品商城还将携手更多院校开展定制

式人才培养计划，并邀请更多合作院

校加入其中。

第 31届中国江苏国际自行车电
动车及零部件交易会近日在南京开

幕，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创新高峰论

坛同步举行。论坛由新华社媒体“发

现中国创造力”系列报道活动组委会

联袂江苏省自行车电动车协会、浙江

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天能集团、天

津踏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支持

单位包括上海海宝特种电源有限公

司、比德文控股集团、雅迪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峰会上，对电

动自行车这一关乎民生、交通、环境、

能源等诸多重要问题的产业深入剖

析。

地标商城携手高校
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

中国电动自行车产业创新高峰论坛举行

“2013 年广汽丰田汽车消费教
育大讲堂”活动在北京举行，就三包

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对消费者购车、

用车的影响进行了解读。通过现场

的介绍与交流，让消费者对“三包时

代”下的汽车产品与服务有了更深

入的理解。北京站消费教育大讲堂

活动是在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导下，

由中国消费者报社、北京市消费者

协会联合主办的，广汽丰田作为唯

一的车企代表已连续 4 年参加活动
并为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大力支

持。北京站是 2013 年广汽丰田汽车
消费教育大讲堂的最后一站，此前

该活动已在深圳、杭州、上海各站举

办。

广汽丰田汽车消费教育大讲堂北京站举行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深圳市

政府在京举行发布会，决定于 2014年
4月 10日至 12日在深圳会展中心共
同举办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

今年第一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共吸

引了超过 1200家展商、将近 10万人
次观众参观，包括 150家海外展商和

5000人海外买家。第二届中国电子信
息博览会的主题为“促进信息消费，引

领转型升级”，共由 CITE主题馆、平板
显示馆、物联网与应用电子馆、软件与

互联网馆、电子仪器与设备馆、新能源

馆、IC与元器件馆等九大展区，展览规
模超过 10万平方米。

近日，国内小微借款咨询服务的

代表企业宜信普惠旗下融资租赁公

司成立。与传统金融租赁公司的定位

不同，宜信普惠的融资租赁服务专注

于“小微”人群。宜信普惠是首家全国

范围内为小微企业主和个人消费者

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专业机构。服务

范围覆盖农业机械、汽车、连锁消费

等多个行业及全产业链融资解决方

案。对此宜信 CEO唐宁说，“小微融资
租赁业务，对于租赁行业也是一种创

新，小微租赁主要在农机具，城市中

一些特许加盟的美容服务机构、洗车

服务等方面的租赁需求等，这些需求

相比传统融资租赁来说要小的多。”

（陈义熹 张艳）

市场上的高速扫描仪产品可谓

是琳琅满目，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而

爱普生最新推出的 DS系列超高速文
档扫描仪，不仅拥有超高的扫描速度，

其人性化的扫描文档和管理文档的

功能，更是充分满足了客户需求。据

了解，爱普生 DS系列扫描仪中内置
了 Document capture pro软件，方便用

户进行对扫描件的编辑管理。让扫描

和管理一体化完成。这些定制化的软

件解决方案，可以对各类文档进行文

字识别处理，包括自动检测尺寸、纠

偏，文件归档等等，可以说是相当人性

化，不但方便了用户对文件的管理，而

且极大地提高了用户工作效率，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 （葛旭 庞月娇）

第二届中国电子信息博览会将在深圳举行

宜信普惠全国首推小微融资租赁爱普生DS扫描仪“横扫”大金融客户

布展时间：

2013年 12月 4日—5日

会期时间：

2013年 12月 6日—8日

展会地点：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 A区

2013中国（安徽）中外名优商品展
隆重招商

联系人：李宗航

电 话：010-66017099

传 真：010-66023320

手 机：15810013685

邮 箱：Li407704175@qq.com

联
系
方
式

2013中国（安徽）中外名优商品展组委会北京秘书处

单 位：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教育街 2号 邮 编：100031

协会网址：www.ccoop.org.cn

联系人：曹雪美

电 话：010-66020635

传 真：010-66023320

手 机：13910335243

邮 箱：xuemeihappy-2008@163.com

2013中国（安徽）中外名优商品展是在原第八届徽商大会策
划举办的商品贸易展基础上独立运营的一届国际商品展销会。

展会展出面积约 20000平方米，拟邀请境内外及省内知名
品牌企业现场展销，同时结合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组织进出口企

业、流通企业、大型商超、知名电商等专业采购商与参展企业开

展专题对接采购洽谈等活动。

分为三大展区：

国际名品展区、国内名品展区、省内名品展区

◆展品定位：品牌展品

◆食品饮料及农副产品等

◆工艺品及珠宝饰品

◆日用消费品

◆服装鞋帽箱包

展
区
设
置

中财诚信担保有限公司、中诚大业资产管理（北京）
有限公司已将其拥有的对下列债务人（借款人）、保证人
的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名称及本金数额详见下表）转让给
北京新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下列债务人应立即向
北京新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清偿本金及相应利息；
保证人应立即履行连带保证责任，清偿债务本息。

特此公告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33号通泰大厦 C座 603室
邮编：100033
电话：010-88088818

以下金额单位为人民币万元（另有标注的除外）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债务人
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
北京慧达食用油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能源房地产开发公司
（原北京中能源发展公司）
汇凯集团有限公司
汇凯集团有限公司
汉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华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原中国华诚财务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国租赁有限公司

债务本金
2951.51
790
1837
5000
500 万美元
8660
7600万元人民币
+800 万美元
500
2400

保证人

北京密云国际会议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人福新技术开发中心

北京市同力制冷设备公司
中翰科技经济发展总公司

担保本金

790
1837

500万美元
8660

北京新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22日

北京新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日前，由圣贝国际牙科与德国第一

牙科学府———弗莱堡大学牙科学院联

合举办的“首届中德种植牙国际学术研

讨会”在北京市圣贝国际牙科隆重举

行。来自全球近 60位种植牙权威专家
齐聚圣贝，为“北京圣贝美学种植牙研

究院”揭牌，并联合发布了《种植牙国际

标准白皮书》。入驻京城一年多以来，源

自德国、拥有百年历史沉淀的圣贝国际

牙科依托遍及全球的牙科专业技术和

合作同盟，18 个月种植牙突破 3000
颗，Prussian种植牙更是成为越来越多
市民公认的最佳缺牙修复方式。圣贝国

际牙科相关负责人透露，为了更好的服

务京城民众，圣贝国际牙科在北京的第

二家医院也将于明年初开业。

遗失作废声明

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中文

专业一九九一届（函）毕业生许

健的毕业文凭（编号：9100044）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2013年 10月 22日

“首届中德种植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日前，爱奇艺公司宣布旗下两大

视频品牌 iQIYI.COM、PPS.TV 全面升
级，并发布升级后的新品牌 LOGO。品
牌升级后，爱奇艺从主要定位于影视内

容为主的长视频播放平台重新定位于

综合性的新主流视频媒体，PPS从定位

于长视频的播放工具重新定位于提供

丰富内容的视频娱乐平台。爱奇艺创始

人、CEO龚宇表示：“这标志着爱奇艺与
PPS的合并工作从基础性整合阶段跨
越到以充分发挥整合协同效应、收获协

同效应回报为主的高级阶段。”

近日，2013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国家

会议中心拉开帷幕。作为全球安全与

环保技术的领导者，沃尔沃汽车携其

新能源车领域的最佳成果———沃尔

沃 V60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及 C30 电

动车精彩亮相，展示其源源不断的新

能源车创新能力。沃尔沃汽车集团中

国业务高级副总裁拉尔斯·邓参与本

次车展的新能源高峰论坛，畅谈沃尔

沃汽车在新能源领域的历史传承、技

术蓝图和最新成果。

沃尔沃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亮相

日前，100台华泰宝利格从华泰汽
车山东荣成基地出口到朝鲜。这是华泰

汽车出口朝鲜方面 1000台整车出口大
单后交付的首批订单，也是华泰汽车继

9月份发往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200
台圣达菲的政府采购大单后，获得的又

一出口大单。华泰汽车因此成为中国出

口朝鲜地区汽车品牌增速最快的车企。

华泰汽车作为唯一的 SUV参展商，首
次参加朝鲜罗先国际商品展，展出的圣

达菲和特拉卡两款 SUV，被朝鲜方面
评定为高级乘用车，并在本次展会中成

功进入朝鲜政府乘用车采购目录，还和

罗先自主品牌三大星达成组装意向。

华泰汽车成功跻身朝鲜市场

爱奇艺 PPS双品牌升级 开启全新视界

盛大网络旗下上海由你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首款社交支付

产品———Youni（有你）正式版，该产品
跨智能手机操作平台，以通讯录熟人

为核心，以手机号码为账号，将移动

社交和个人之间支付转账有机整合，

从社交角度切入支付，从支付角度切

入社交，从而带来社交支付这一全新

理念。作为 Youni的核心功能，个人之
间的支付转账做到了“发消息与发钞

票”无缝结合，尤其是收钱者更无需

注册，无需下载客户端，无需在线，即

可通过短信收钱，实现了支付领域的

创新。 （一凡）

盛大推首款社交支付产品 Youni

新产品

会议

服务

本报记者 张广传

10月 10日“中国钓具之都·博览城”正式落户威海工业
新区，一期工程设有 368个独立的实体商铺对外招商，明年 5
月 1日纳客。

近年来，威海工业新区大力扶持渔具产业发展，一批包括

海明威、鑫星、霸纳斯等知名渔具企业达到 42家，产品涵盖钓鱼
竿、鱼线轮、鱼饵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渔具产业链条。去年渔具

企业实现产值 15.6亿元、利税 2.7亿元，预计 2015年全区渔具
企业实现产值 30亿元，届时将建成我市最大的渔具产业基地。

据介绍，“中国钓具之都·博览城”是综合性钓具产业发展

基地，将建成商贸区、电子商务区、仓储物流区、科技园区、旅

游休闲区、工业园区等九大主要功能区。目前，博览城招商、基

建等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力推进。博览城最终总投资将达到

30 亿元，分三期建设，一期将重点建设商贸城、电子商务中
心、博物馆、科研中心、钓具孵化中心和仓储物流中心。二期将

重点建设科技体验馆和会展中心；三期将重点建设渔具生产

加工区。其中一期建筑面积 7.8万平方米，投资 2亿元，设有
368个独立的实体商铺，主要针对国内外从事批发、零售的渔
具经销商进行招商。博览城预计明年 5月 1日正式对外纳客，
力争用 3至 5年时间，将其建成销售过 50亿元的国际著名渔
具集散中心。

中国钓具之都·博览城落户威海工业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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