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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商务厅：
“云端线上
云端线上”天地宽
□ 本报记者 陈高鹏 通讯员 金蕊
政策“云培训”，自贸试验区“云推介”，招商
“云洽谈”，外贸“云对接”，消费“云购物”，河北省
商务厅通过“云端线上”方式优服务、稳外贸、稳外
资、促消费，按下工作“加速键”，推动全省商务事
业高质量发展。

翼培训基地 6 个等产业项目。曹妃甸片区“云”上
签约正威集团大宗商品贸易平台等 8 个项目。
冀津两地自贸试验区以“云签约”方式签署合
作框架协议，协同推动制度创新、国际商贸物流合
作等 8 个方面工作。大兴机场片区廊坊片区与北
京区域建立“云”上定期沟通协商机制，共同推进
一体规划、一体建设、一体创新。

“云上培训”政策频出助企发展

“云上洽谈”敲定千亿合作意向

开展在线政策培训，邀请商务部研究院、普华
永道、金融机构的多位专家，系统讲解国际贸易投
资规则、自贸区创新规则、金融领域创新等知识。
开展电商政策法规、区域产业电商等免费在线培
训，帮助企业强化品牌管理，拓展业务范围。开展
跨境电商免费培训，帮助企业借助外贸新业态开
拓新市场。截至目前，共举办各类云端线上免费
培训 20 余场，参与人数 2 万余人，在企业中引起热
烈反响。
河北省商务厅全面梳理汇总国家和河北省出
台的惠企政策，形成包括减费降税、减免房租、稳
定外贸发展、加强招商引资等近 140 项政策性文
件在内的政策包，在网站集中发布、宣讲解读。
创 建 网 上“ 企 业 复 工 复 产 法 律 咨 询 服 务 平
台”，在线直播讲解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的合同
履行、企业用工等方面的法律及优惠政策内容，回
应企业关切，
解答企业疑问。

“云上推介”发挥多方协同优势
河北省商务厅强化自贸试验区“云”上招商推
介，在雄安、正定、曹妃甸、大兴机场四个片区以专
场形式，展示河北自贸区制度创新举措、产业发展
特色和营商环境优势，发布正定片区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基地等 25 个重点招商项目，九州通医药集
团华北医药大健康产业园等项目达成投资合作意
向。
正定片区分产业开展网上政策说明和招商推
介活动，签约了智能云医学影像中心等合作项
目。雄安片区开展云端精准招商，推动国网雄安
商业保理等企业落地。大兴机场片区廊坊区域利
用智联网平台开展点对点精准对接，签约南航翔

河北省商务厅建立了全省 1000 多名招商人
员同时在线的
“河北省网上投洽会”
云端洽谈室，
通
过“视频会议+同步直播”
的形式，改“面对面”
交流
为
“屏对屏”
沟通，
成功举办
“河北网上投洽会”
欧洲
专场、美洲专场和地市专场活动，德国可穿戴诊断
设备、荷兰箱式房建等一批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截止 3 月底，
全省商务系统通过
“云签约”
合作
项目及合作意向 313 个，
总投资 2151 亿元。
筹办网上“5·18”廊坊经洽会，河北省商务厅
以“新动能、新机遇”为主题，举办开幕式、项目签
约、高端会议、专题对接、展览展示等共 33 项活
动，开幕式通过二十多家网络平台进行中英同传、
全球直播，来自 3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近 400 位嘉
宾同步在线参会，吸引 2400 多万人在线观看直
播。本届经洽会有 1276 家境内外企业、26 家国际
友城进入网上虚拟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强力度
进行“云宣传”
“ 云对接”，形成了一批签约项目成
果 ，签 署 合 作 项 目 166 个 ，协 议 利 用 省 外 资 金
1319.01 亿 元 人 民 币 ，协 议 利 用 外 资 30.48 亿 美
元。同时，河北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将在信息化安全、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加强
合作。河北将进一步加强“5·18”经洽会在数字
化、智能化方面的升级改造，推动线上线下全面融
合，
打造永不落幕的
“5·18”
。

“云上对接”暖企助企激活外贸
打破传统外贸洽谈对接模式，商务厅指导各
市以“云”平台为媒介，组织企业开拓新市场、新客
户，力促实现更多“云订单”。石家庄成功举办首
届网上出口商品交易会，注册企业 3000 余家，1.6
万余个国外访客访问了平台，
询盘合计近 700 个。

江苏省推进“走出去优投服务促进项目
走出去优投服务促进项目”
”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
摩擦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特别是新
“走出去优投服务促进项
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给全省企业走出
目”
签约仪式在南京举行。
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近年来，江苏以“一带
江苏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指出，为进
一路”交汇点建设为总揽，
一步加强江苏省对外投资合作公共服务体
积极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
系建设，充分发挥投资促进机构和中介组
开放。全省以产能合作为核
织作用，
更好地服务江苏省企业走出去，
江
心，以境外园区建设为载体，
苏省商务厅通过招标，最终选择了具有全
不断优化开放布局，创新合作
球投资服务资源，
可提供专业政策咨询、
海
模式，强化政策支持，积极拓展
外考察对接、
风险管理等服务的
“优投网”
，
对 外 投 资 合 作 ，取 得 积 极 成
实施
“走出去优投服务促进项目”
。该项目
效。今年一季度，江苏省累计对
的正式启动，充分展现了江苏进一步扩大
外投资项目 7546 个，中方协议
开放，
参与国际投资合作的决心，
体现了政
投资额 783 亿美元，带动了相关
府对广大走出去企业的关心和支持。
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为促进
“优投网”董事长沈开涛表示，三年来
江苏省经济国际化和转型升级发 “优投网”依托其全球资源，与江苏 300 多
挥了重要作用；对外承包工程业务
家企业开展了合作，为 30 多家江苏企业
在“一带一路”沿线蓬勃发展，截至
在海外落地提供了服务。
“优投网”将在江
今年一季度，覆盖了沿线 50 个国
苏省商务厅的指导下，在市县商务部门的
家；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保持平稳发
支持配合下，保质保量履行合作协议，服
展态势，今年一季度末在外各类劳
务好江苏走出去企业。
务人员数量 68000 多人，位居全国第
会上，江苏省商务厅与“优投网”举办
三。同时，江苏也清醒地认识到，国
了项目签约仪式，
“优投网”与 8 家江苏走
际投资贸易环境更趋复杂，国际经贸
出去企业签署了优投服务协议。（张卓敏）

商务厅分两批组织开展了多米尼加、埃及、
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和塞尔维亚线上专场推介
活动，下一步还将组织南非、亚洲专场活动，
助力企业开拓国外市场。同时，积极举办
“政+银+保”
银企线上对接会，切实帮助外贸
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
此外，河北省商务厅组织企业参加 127
届广交会，对 894 家参展企业进行线上培
训，涵盖参展政策解读、参展材料准备、直
播工具使用、直播间流程打造、直播引流
与推广方式、平台贸易撮合与对接策略
等内容，帮助企业提升直播营销能力，
努力扩大出口成交。

“云上购物”处处彰显消费活力

河北省商务厅筹办“河北网购狂
欢节”消费促进活动。组织天猫、抖
音、美团点评、汽车之家等省内外大
型电商平台和电商企业，开展云零
售、云直播、云美食、云购车等形式
多样的消费促进活动，推动线上
线下结合，
加快促进消费回补。
加强电商扶贫力度，该厅举
办“帮老乡、奔小康”社会助农
村农产品消费扶贫专项行动和
“兴农扶贫村播计划”企业助
本报讯 日前，
2020 年贺兰县域
农村扶贫专项行动，助力贫困
电商产业发展论坛暨农村电商项目
地区农产品上行，组织 13 个
推进会在宁夏贺兰县宁浙电商创业
县参加“食遍中国”淘宝直
园举办。本次会议以“国家电子商务
播活动。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为重点，旨在
此外，
河北省商务厅推
培育贺兰县本地电商带头人、提高农
动传统商贸流通企业触电
产品竞争优势，
实现当地农户脱贫致
上网。支持石家庄北国、
富，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会
勒泰、永辉、36524 等大
议分享了农村电商的运营经验，并对宁
型综合体、商场、超市开
浙
电 商 创 业 园 、乡 镇 站 点 建 设 情 况 和
展线上购物和配送货服
“020 体验店”
等进行观摩。
务，引导餐饮企业与各
据了解，宁浙电商创业园，园区总占
类外卖平台合作，促进
地面积 2.2 万平方米，2015 年正式开园运
传统企业线上线下融
营，
2019 年全年园区企业销售总额共计
合发展，推动传统销
售和服务上线升级。

宁夏贺兰县积极促进农村电商发展
6621 万元。宁浙电商创业园区是全区“宁浙
合作，东西交流”
的重要示范项目之一，备受区
内外、国家的高度关注。因此，宁浙电商创业
园的政治优势突出，是全区产业发展不可或缺
的重要一节。园区现入驻电商企业主要经营
业务包括枸杞及枸杞加工制品、食品、果蔬、皮
革皮具、竹纤维纸制品、3D 打印、电商平台、智
慧社区、网红直播基地等。
2019 年，全县网店数量 2923 家，电子商
务交易额 68.55 亿元。农村电商在推动农民
就业创业，开拓农村消费市场，带动农村扶贫
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下一步，贺兰县将
培育电商主体、完善基础设施、开发特色产品、
强化区域品牌等方面下足功夫。
（宁文）

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瑞泰典当有限公司与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国瑞泰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国瑞泰典当有限公司与北京
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银
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国瑞泰典当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所列清单借款人、担保人及反担保人所享有的
主债权及反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北京
借款人/担保人名称

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反担
保人享有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公告清单
中所列借款人、担保人及其反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
反担保人的承继人因地址变更或其它原因无法送达催款
通知，
故公告催收。即日起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担保
借款合同编号（或担保合同编号）

人及其反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反担保人的承继人应
向北京市国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担保人名称/反担保人名称

张青
蔡宇峰

高翀

北京海福鑫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花溪芦荟科贸有限公司

马丹丹

北京明伦高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泽旭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012WT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3 字第 239 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3 字第 239 号
借款合同编号
（工行）：
[经]字 [北京分]行[怀柔]支行[2013]年[0005]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2DB0110180WT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2 字第 1656 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2 字第 1656 号
借款合同编号：
[经]字[北京分]行[怀柔]支行[2012]年[0118]号

保证合同编号：
YYB 公担保 2013-026
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YYB-公流贷 2013-017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246WT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4DB0110017WT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11010120130000452
《保证合同》
编号：
11100120130003281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057WT
借款合同编号：
09101B130003
《保证合同》
编号：
09101B130003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058WT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为 CGIG2013 字第 655 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GRTBJ2013DB0110058XY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3 字第 064 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3 字第 064 号
《保证合同》
编号：
0145871
借款合同编号：
0145871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2DB0110202WT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GRTBJ2012DB0110202XY
借款合同编号：
[经]字[北京分]行[怀柔]支行[2012]年[0034]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2 字第 762 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2 字第 762 号

刘力永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014WT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GRTBJ2013DB0110014XY
借款合同编号：
[经]字[北京分]行[怀柔]支行[2012]年[0113]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3 字第 175 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3 字第 175 号

卢晓峰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GRTBJ2013DB0110044XY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044WT
委托保证合同：
CGIG2013 字第 439 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
CGIG2013 字第 439 号

杨春杰

借款合同编号：
[经]字[北京分]行[怀柔]支[2013]年[0021]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3 字第 746 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3 字第 746 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082WT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GRTBJ2013DB0110082XY

北京正通佳业商贸有限公司

郑婉瑜

王政昌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3DB0110151WT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11010120130000950
保证合同：
1110012130006044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GRTBJ2012DB0110156WT
借款合同编号：
[经]字[北京分]行[怀柔]支行[2012]年[0100]号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GRTBJ2012DB0110156XY
信用反担保合同编号：
CGIG2012 字第 1459 号
《委托保证合同》
编号：
CGIG2012 字第 1459 号
《借款合同》
（2013）
年
（借）
字第
（0004）
号

北京欧艺美特灯饰设计有限公司
蔡宇峰
北京东方悦辉商贸有限公司
高翀
武伊娜
高翀、
刘志荣
国瑞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张国辉
徐福生
徐福成、
王心
张国辉
徐福成、
王心
徐福生
北京花溪芦荟科贸有限公司，
马丹丹
马丹丹

马丹丹

张建国
北京明伦高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黄惠良
谢金秋
北京国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何其
刘力永
史苍志
刘力永、
刘丰艳
刘力永
卢晓峰
姚邦
姚邦
曾珊、
卢晓峰
卢晓峰
卢晓峰
通路伟业
（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
朱朝庆
杨春杰
杨春杰
刘桂香
杨春杰、
刘桂香
杨春杰
刘桂香
北京联合奥华科技有限公司
尚志强
高金花、
刘掌升
尚志强
高金花
郑婉瑜、
何海

特此公告。
银杏盛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曾用名：国瑞泰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北京国瑞泰典当有限公司、北京市国通
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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