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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
中欧双方企业 2000 次对接 400 个企业成功“牵手”
本报记者 龚友国

1000 余家中欧机构及企业参会，13 个对欧项目集中签
约，项目对接达 2000 余（家）次，现场达成 400 多个企业合
作意向……11 月 13 日，第十四届中国—欧盟投资贸易科技
合作洽谈会（简称“欧洽会”
）在成都高新区落幕，达成多项
合作成果。
来自芬兰、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等 27 个
欧洲国家 300 余家外方企业和机构以及 700 多家中方企业
和园区代表参会，涉及教育、生物医药、科技创新、ICT、工业
环保、文化旅游等主题和领域。本届欧洽会上，位于成都高
新区的中国—欧洲中心也以欧洽会永久会址的身份首次亮
相。
据介绍，欧洽会在成都连续举办十四届，推进蓉欧经贸

科技合作不断升级。在 11 月 11 日欧洽会开幕式上，世界
500 强企业马士基等 13 个对欧合作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
约 1.8 亿美元，
其中 11 个项目落地成都高新区。
11 月 11 日和 12 日，4 场企业项目对接会相继举行，欧方
企业和机构与中方企业和园区共进行了 2000 余家次项目对
接，
达成 400 余个合作意向。
企业一对一项目洽谈现场“火爆”。
“我今天来是想寻找
一些潜在的合作伙伴。
”Blockdynamics 公司联合创始人巴塞
尔说，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欧洽会，
“ 中国近年来数字化发展
迅速，我们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过硬的深度技术团队以及全
球化视野与产业资源支持，
希望能获得一些融资。
”
英国剑桥郡企业组团参加了本届欧洽会。剑桥智能塑
料公司 CEO 安德鲁·特雷杰夫告诉记者，在欧洽会期间，他
随团参加了多个会议，探讨项目落地的可能性。
“ 我的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资产处置补充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对其拥有
“五矿信托-长利
稳增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项下一笔信托受益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的公告，
因涉及处置信托份额的变化，
现将有关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
资产状态描述
“五矿信托-长利稳增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系由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起，信托计划存续期限【3
年】
（预计到期日为【2019 年 8 月 28 日】），
税前预期信托收益率为【第一年 9.4%，
第二年 10.4%，
第三年 12.3%】，
信托资金用于向百胜麒麟（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自愿作为共同债务人对
该信托贷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义务，
百胜麒麟（南京）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银亿
东城 9 号、
10 街区部分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因债务人未能按《信托贷款合同》的约定偿还债务，
五矿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已完成诉前财产保全并已向法院提起诉讼。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该信托计划项下我分公司持有的信托份额为人民币 251,432,692.30 元（
“五矿
信托-长利稳增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及该计划项下信托贷款的具体情况以相关合同约定为准）。
二、
处置方式
我分公司现拟将信托份额人民币 171,865,384.61 元及其对应的权利（信托受益权）按照《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公开处置，
处置方式为通过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进行转
让，
转让形式为整体转让或拆分转让。
三、
交易条件
投资者信誉好，
有付款能力，
能承担购买信托受益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四、
投资人要求
根据五矿信托-长利稳增 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合同》的约定，
上述信托受益权仅可以向《信托公
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转让；
机构所持有的信托受益权，
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
分转让。
投资人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支付能力的企业法人，
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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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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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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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公告期限
本公告有效期限：
自 2019 年 11 月 19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16 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
咨询。
六、
联系方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93 号 邮编：
100034
联系人：
马先生、
刘先生 联系电话：
010-66511203、
010-66060006-4215；传真：
010-66511257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10-665112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分公司”
）与北京宝宇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我分公司已将对附表所列对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北京宝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我分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债务人、
保证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从公告之日
起向北京宝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宝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19 年 11 月 19 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
2019 年 4 月 30 日
序号

1

债务人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标的债权总额 债权本金余额

应付未付
重组收益

逾期收益、
违约金

备注

生效司法文书依据：北京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江苏申华置业
72,425,743.86 37,499,966.67 1,199,998.93 33,725,778.26 02 民初 11 号《民事判决书》、
有限公司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
京民终114号《民事判决书》。

注：
1、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作为标的债权一并转让。
2、标的债权余额（含重组债务本金余额、债务重组收益、逾期收益、违约金）系截止基准日的余额，
以相关
生效判决（
（2017）京 02 民初 11 号及（2018）京民终 114 号）确认的计算方式为准。

新沂农商行：

“美好家园贷”
助力新农村建设
为积极支持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
进程，解决城乡居民购房贷款难的实际问
题，打造整洁、有序的乡容村貌，新沂农商
银行积极对接新沂市发改委，向在新沂市
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农村建设和农村集中居
住区小产权住房或商用房，并有购房或装
修信贷资金需求的本市城乡居民推出“美
好家园贷”。
“美好家园贷”贷款遵循“项目准入、自
筹为主、收入稳定、信用发放、风险可控”原
则，根据调查新农村建设或农村集中居住
的项目进度情况，对主体已完工并基本达
到入住条件的项目予以准入，由各经办支
行与项目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村委会配
合 ，做 好 项 目 准 入 工 作 ，签 订《
“美好家园
贷”农村集中居住区项目合作协议》，并对
“美好家园贷”的客户进行批量授信或单户
授信。
据悉，
“ 美好家园贷”贷款对额度 5 万元
（含）以下采用信用贷款方式，5 万元以上采
用担保或抵押的贷款方式。住房和装修贷
款额度最高可达 20 万元，商用房贷款额度
最 高 可 达 30 万 元 ，贷 款 期 限 最 长 可 达 10
年。新沂农商银行将以“美好家园贷”推广
为契机，以金融力量为推动新农村建设和
新型城镇化建设添砖加瓦。
（冯双）

主要以制作聚合物以及新型塑料材料为主，这方面我们有
极大的合作机会”。
如今，地处“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成都，正
积极把握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契机，多个对欧合作项目落
地成都高新区，包括世界 500 强赛诺菲中国中西部运营与创
新中心、英国纬图亚太总部、法国 Sigfox 物联网公司、挪威
Opera 中国区总部、德国 EOS 公司医疗 3D 打印科研合作项
目、创意荷兰中国代表处、成都以色列科技创新中心等。
成都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发挥中国—欧洲
中心中欧合作平台的作用，快速衔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中
欧班列等交通枢纽，有效实现互联互通，推动中欧企业在资
本、品牌经营、市场拓展、跨国技术转移交易、项目开发等方
面的全方位合作，助力蓉欧合作不断升级，助力成都建设国
际门户枢纽城市。

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福州 G316 项目
董奉山隧道右主洞顺利进洞施工
11 月 11 日，中铁五局机械化公司承建的福州 G316 项
目董奉山隧道右主洞顺利进洞施工。董奉山隧道主路隧道
左右洞均长 4048.5 米，辅路隧道左右洞均长 4093 米；主路、
辅路隧道进出口端均为小净距隧道形式，洞身为分离式隧
道形式。主隧道地质条件复杂，
为国内少见的特长、特大跨
四洞并联城市隧道，
隧道施工难度风险极大。下一步，
项目
将集中精力、趁势而上，确保董奉山隧道左主洞、右辅洞快
速顺利进洞，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继续领跑全线，确保圆满
完成 2019 年度施工生产任务。
（李湘章 汤志君）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传达学习公司第四次党代会精神
11 月 15 日，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召开全员大会，
传达学习公司第四次党代会精神。中铁九局阅香湖项目党
支部书记带领大家学习了党代会上“两委”的工作报告。贯
彻落实公司第四次党代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
要政治任务。要将学习与正在开展的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相结合，
全力抓好当前各项工作。要深刻
领会纪委工作报告精神，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放在
发展大局中去思考。要通过对当前工作思路及重点工作的
全面梳理，
切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何璐岐)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
采取措施确保维稳工作
近日，
中铁九局四公司阅香湖项目部采取有效措施确保
维稳工作，
结合项目历史遗留问题，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
稳定工作。一是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项目全体职工要进一
步加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确保维稳工作万无一失；
二是
成立组织、强化责任。贯彻落实好项目党支部书记、项目经
理信访接待日，
明确职责，
细化分工；
三是制定对策、注重方
法。明确项目工管、
工经、
劳资对拖欠工程款、
农民工工资进
行排查。四是加强信息反馈、
保证通信畅通。项目要求管理
人员手机 24 小时开机,确保通信联络畅通。
（何璐岐）

（上接第十七版）
序号

贷款行

债务人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28

泉州分行

泉州奇星机械有限公司

17,848,452.68

5,179,567.42

29

泉州分行

泉州市嘉鸣进出口有限公司

17,700,000.00

5,541,752.62

30

泉州分行

泉州市金禾生物食品有限公司 26,557,242.00
合计
509,424,324.89

8,635,771.84
222,788,453.22

借款合同编号/协议编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09170002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09170003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09170004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09170005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10100001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10100002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B033201510100003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10100004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10100005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3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4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5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6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7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8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09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20010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33201509280001 号
平银（泉州）贷字第 B007201601050001 号

担保人

福建省奇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蒋锦龙、
苏艳红、
南安水山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省奇信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安水山机械有限公司、
蒋锦龙、
苏艳
红、
张平、
蒋峥嵘

厦门鑫玉达工贸有限公司、
曾金堤、
杨瑞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