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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
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参建的
花都至东莞高速公路顺利通车

中铁九局安徽忠旺项目一期厂房
钢结构吊装工程顺利完工

近日，由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参建的花都至东莞高速公
路正式开通，这标志着经花莞高速前往白云国际机场的市
民，可绕开出行高峰期拥堵路段，节约 15—20 分钟车程。
据了解，作为东西向重要通道，花莞高速连接起机场高速、
机场第二高速、京港澳高速、广河高速、广惠高速、广园快
速等高快速路和 G106、G105、永龙大道、新新公路、沙宁
路、荔新公路等国省道，将众多重要道路串联成网，通过各
个互通枢纽或出入口实现交通自由转换，进一步完善了便
捷顺畅、互联互通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域交通网，对广
州增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功能、辐射带动珠三角经济社会
发展，助力穗莞深三地实现“一小时通达”和粤港澳大湾
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郭强)

11 月 13 日，中铁九局安徽忠旺项目一期厂房钢结构
吊装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主要由八栋单层工业厂房及
辅房组成，总建筑面积 36 万平方米。项目部克服高空及
交叉作业、天气、疫情影响等不利因素，结合“决战四季
度，决胜保目标”专项劳动竞赛活动，积极围绕节点工期，
科学组织施工，确保工程按节点完成，获得了业主单位的
赞许。项目部全体员工将秉承九局“争先、务实、创新、共
赢、致远”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再接再厉，圆满完成在建施
工任务。
（张强）

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高架段：
安全优质保轨通
日前，由中铁四局承建的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高架
段铺轨工程实现了全线短轨通的节点目标，为 2020 年 12
月底 4 号线开通运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 2 月份复工以
来，中铁四局在克服了疫情突发、劳务人员短缺、作业面交
付延迟等困难，项目部所有参建者在争分夺秒抢夺工期夺
时间的同时，为确保施工安全可控，精准施策，加强资源配
置和现场协调，集中力量攻坚克难。项目部施工采用“散
铺法”新技术，保证列车运行时平稳舒适，最大程度达到减
震降噪效果。
（李翠霞）

胜利测井公司
完成亚洲最深定向井测井施工
近日，胜利石油工程公司测井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
SINOLOG900 特深层高温高压直推存储式测井仪，成功完
成井深 8874.4 米的顺北 53-2H 井测井施工任务，打破了亚
洲最深定向井测井纪录。针对超深井施工实际，胜利测井
公司成功研制特深层高温高压直推存储式 SHMLS-900 测
井 系 统 ，将 测 井 仪 器 工 作 环 境 指 标 提 升 至 230℃ 、160
Mpa，不仅优质高效完成了顺北 53-2H 井测井施工任务，
也为深地层、超高温高压环境下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提
供了胜利测井技术方案。
(刘涛 丁静)

中国石化南平石油：
合力下的“打非治违”工作新成效
截至 10 月底，中国石化南平石油完成“自、流、黑”项
目工作量 249（辆、个、座），
“打非治违”工作取得新成效。
在面对各大内、外部环境带来的严峻形势下，南平石油按
照年初既定网格化管理目标，不断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的
协同合作。通过多方努力，不仅有效遏制了成品油走私高
发多发势头，还杜绝了成品油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状
况，为企业“持续攻坚创效行动”增添助力。（陈灵 石蕾）

会议
2020 戴尔科技峰会在京举办
11 月 18 日，戴尔科技集团在北京隆重举行“以科技之
名，
致敬攀登者”
为主题的 2020 戴尔科技峰会。戴尔科技集
团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总裁黄陈宏博士出
席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黄陈宏博士与人民网监事会主
席、人民网研究院院长唐维红，中国著名登山家夏伯渝，就
“攀登精神”展开了一场跨行业、跨领域的高端对话。峰会
见证了“智能研究基地战略合作”揭牌仪式，并集中呈现数
字化转型前沿科技，
深度讲解在制造业、
医疗等领域数字化
转型的成功案例。以 Dell EMC Power 家族为代表的第五
代存储等创新产品组合和解决方案也在峰会上全面展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一、
债权资产情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享有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的债权资产。
截至债权基准日 2016 年 3 月 20 日，债权本息 46,523,643.78 元。其中本金合计 20,607,992.37 元，利息合计 25,894,
459.41元，
其他债权10,596.00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金额
序号

贵州双龙航空港项目下坝大桥连续梁
全部浇筑完成
11 月 18 日，中铁上海局五公司承建的贵州双龙航空
港项目下坝大桥现浇连续梁全部浇筑完成，标志着该项目
部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全部完成，为转入桥面上部施工奠定
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下坝大桥桥面全长 505 米，由于桥
梁第三联现浇梁上跨中航油管线，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
高、技术要求严。项目部为此编制了详实的专项方案，确
保各工序施工符合设计标准，施工安全质量受控。为推进
施工进度，该项目部采取倒排工期，24 小时作业，最大限度
调动了全体参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持续在施工现场掀起
大干高潮。
（陈宏武 李俊生）

中铁广州局二公司南宁东盟项目
主体结构全部完成
11 月 15 日，中铁广州局二公司南宁东盟项目 G1 栋主
体结构顺利完成，标志着该项目 6 栋建筑楼主体结构任务
全部完成，正式转入二次结构和装饰装修施工阶段。南宁
东盟项目位于广西自治区西乡塘高新区新际路，项目总建
筑面积 119508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6 栋建筑楼。10 月 1
日以来，项目以“决战四季度，决胜保目标”劳动竞赛活动
为契机，倒排工期计划，优化施工方案，严把安全质量关，
在施工高峰期，300 余名施工人员奋战一线，顺利完成项目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节点目标。
(许强 韦勇强)

三供一业锦州大连项目
涉铁顶管施工安全结束
11 月 15 日，随着开原 1 号防护涵下穿开原货场货四号
线、中牵线最后一根顶管施工完成，铁岭、开原涉铁工程全
部竣工。中铁九局三供一业锦州大连项目涉铁顶管工程
共计 5 处，共计 60 节混凝土圆管，总长 120m，采用顶进方
式施工。施工需要跨越多股铁路，项目部采取一系列的安
全措施，5 处涉铁顶管工程安全顺利顶进到位，按期恢复通
车。涉铁顶管施工完成，为自来水管道通过铁路创造了条
件，对缓解铁岭、开原车站铁路两侧居民吃水难起到决定
性作用。
（梁梅莲 苏东波）

华润大连药品分装基地项目举行奠基仪式
11 月 17 日，中铁九局大连分公司华润药品分装基地
项目举行奠基仪式。华润大连药品分装基地项目位于
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盐村前盐河西侧、瑞驰水
产集团北侧，施工建筑面积 23391.02 平方米，其中地上
建 筑 面 积 23163.75 平 方 米 ，地 下 建 筑 面 积 227.24 平 方
米。主要建设内容为三层药品分装生产基地 1 幢、三层
办公楼 1 幢及相关附属配套设施等的土建、消防、强电、
水暖安装及室外配套等工程施工，合同额 7049.89 万元，
工期 427 天。
（苏东波 梁梅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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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

宜彝高速同日实现两座隧道贯通
11 月 12 日，由中铁七局武汉公司宜彝高速 5 标项目
承建的宜彝高速焦家坡隧道右线、龙政隧道右线同步实
现贯通，标志着宜彝高速距离建成通车又向前迈出了重
大 一 步 ，至 此 ，宜 彝 高 速 全 线 已 贯 通 21 条 隧 道 中 的 11
座。据了解，宜彝高速公路全长大约 130.67 公里，途经高
县、筠连巡司、蒿坝，在川滇交界尖山子进入云南境。其
中宜彝高速（高县段）全长 74.8 公里，涉及胜天、月江、来
复、庆岭、庆符、文江、落润、罗场和蕉村 9 个镇。中铁七局
武汉公司宜彝高速 5 标项目负责高县段 15.7 公里，承担宜
彝高速 3 座隧道 6 洞以及主线大、中桥 7 座、涵洞 98 道和
部分路基等的施工任务。项目建成后将大幅度改善川西
南地区交通出行条件，加快宜宾市建设成为四川省经济
副中心城市。
(郭强 孙广磊)

产业公司
楚源公司连续五年蝉联
安徽省服务业百强企业殊荣
日前，安徽省企业联合会、省企业家联合会公布了
2020 年安徽省百强服务企业（集团）名单，安徽楚源工贸有
限公司已连续五年蝉联安徽省服务业百强殊荣。为进一
步加快产业发展，该公司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不断提升竞
争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面提升生
产服务、后勤服务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把发展成为有实体
的实业公司作为产业发展重要方向，着力构建“功能齐全、
特色各异、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高松森）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公司井下作业公司
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11 月 20 日，经中央文明委表彰，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
程公司井下作业公司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礼
之用，和为贵，有所不行……”11 月 15 日，在中国石化胜利
石油工程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国学开班仪式上，16 名离退休
老同志高诵《论语》，引来辖区群众满堂掌声。这样的国学
讲堂该公司已经连续举办 6 年。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
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党委书记曹东星说，通过树形象、立机
制、建阵地等常态措施，近年来，文明新风尚、新形象如花
开满园般，
涌现在公司各个行业。
（吕月志 丁剑北）

1

北京市朝阳益香福
利肉食品厂

利息

其他债权（垫
付诉讼费）

保证人名称
合计
17,718,495.71

武汉飘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万福喜食品有限公司

9,500,000.00

8,218,495.71

2,650,000.00

2,397,292.99

5,047,292.99 北京市通兴达实业总公司

654,153.22

3,684,726.63

4,338,879.85 北京宏泰兴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83,889.15

3,239,624.76

6,823,513.91

2,459,328.71 北京市房山坨里镇北车营水泥管厂

武汉飘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万福喜食品有限公司

2

北京房山坨里镇北
车营农工商公司

720,000.00

1,739,328.71

3

北京房山区青龙湖
镇坨里农工商公司

0

15,409.76

4

北京市坨里水泥厂

1,180,000.00

2,913,148.82

5

北京市双利源建
材厂

240,000.00

411,902.27

651,902.27

北京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农工商
公司

6

房山区南尚乐乡王
家磨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50,000.00

188,979.88

238,979.88

北京市房山区南上乐乡农工商总
公司

7

北京市房山区南
尚乐镇高庄村农
业公司

50,000.00

173,697.52

223,697.52

房山区南尚乐镇高庄村农工商经
济联合社

8

房山区南尚乐乡半
壁店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68,000.00

85,551.66

153,551.66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
公司

9

房山区南尚乐乡下
营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65,000.00

81,777.33

146,777.33 北京市房山区下营纸箱厂

10

房山区南尚乐镇南
上乐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18,000.00

41,336.94

11

房山区南尚乐乡南
河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50,000.00

159,453.16

12

房山区南尚乐镇塔
照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29,000.00

13

房山区南尚乐乡郑
家磨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14

15,409.76 北京市坨里水泥厂
4,093,148.82 北京房山区坨里镇坨里农工商公司

59,336.94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
公司

220,049.16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
公司

36,485.26

65,485.26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
公司

200,000.00

251,622.53

451,622.53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
公司

房山区南尚乐乡独
树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67,000.00

84,293.55

151,293.55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镇农工商总
公司

15

房山区南尚乐乡辛
庄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50,000.00

62,905.62

112,905.62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
公司

16

房山区南尚乐乡广
润庄村农工商济经
联合社

46,000.00

57,873.20

103,873.20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
公司

17

房山区南尚乐乡下
庄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2,950.00

7,612.34

10,562.34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农工商总
公司

18

房山区南尚乐乡下
滩村农工商经济联
合社

18,000.00

61,621.89

79,621.89

北京市房山区南尚乐乡下庄村村
民委员会

19

房山区南尚乐镇
石窝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391,000.00

514,268.45

20

房山区南尚乐乡惠
南庄村农工商经济
联合社

65,000.00

81,777.33

146,777.33 北京市房山区燕南福利化工厂

21

北京龙之乡客运
车场

500,000.00

581,628.64

1,081,628.64 北京市龙乡客运有限责任公司

22

北京市房山区房
山街道顾册农工
商公司

210,000.00

493,025.92

703,025.92 北京市房山顾册建筑工程公司

23

北京燕房化工有限
公司

200,000.00

310,618.54

合计

20,607,992.37 25,894,459.41

10596

905,268.45 北京市玉石乡石材加工厂

510,618.54 北京市房山燕房石化物资总公司
10,596.00 46,513,047.78

注：债权本息金额等具体情况以及后续欠息的持续计算等均以债权合同以及相关生效裁判文书认定为准。
上述债务企业系我分公司债务企业，1 号标的企业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其他债务人位于位于北京市房山区，保证方
式全部为信用保证。目前，我司已对部分债务企业进行法律诉讼，或在审理过程中，或进入执行阶段。我公司拟公开处
置上述资产，
现予以公告。
二、交易条件
交易条件为：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交易风险。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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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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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置方式及公告期
债权拟进行公开处置。债权公告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自 2020 年 11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2 月 7 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
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咨询和异议。
五、联系方式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杜女士
联系电话：010-66060006-2071/2151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 293 号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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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