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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约世界

四大优势、九大行动助力

湖南奋力打造内陆地区开放高地
□ 本报记者 伍鹏程 通讯员 向尚婷
6 月 21 日，湖南省庆祝建党 100 周
年系列发布会第三场——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专场在长沙举行。湖南省商务
厅党组书记、厅长陈恢清在会上介绍，
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78 家，
国际经贸朋友圈拓展至 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将实施九大对接行动，奋力打
造内陆地区开放高地。

四大优势推动开放发展
“湖南打造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具
备四大优势。”陈恢清表示，一是战略定
位优势。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湖南，对湖南作出“一带一部”区位
优势的定位。去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湖南考察时，殷切期望湖南“打造
‘三个高地’，担当‘四新’使命”。随后，
省委全会提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为全省开放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

二是开放基础优势。
“ 十三五”期
间，湖南充分发挥“一带一部”区位优
势，开放型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省
已形成 3 个万亿产业、15 个千亿产业，
进出口总额已突破 4000 亿元大关，年
均增速 21.7%，居全国第一。招商引资
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在湘投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78 家，国际经贸朋友圈
拓展至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三是平台通道优势。湖南自贸试
验区成功获批，中非经贸博览会长期落
户，建成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18 个国家级园区、7 个海关特殊监
管区、4 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3 个国
家一类口岸、18 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等，开放平台内陆地区领先。4 小时航
空经济圈加快构建，国际定期全货机航
线达 11 条，中欧班列跻身全国“第一方
阵”。
四是营商环境优势。聚焦“降成
本”
“ 优服务”，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
遇加负面清单制度，不断提升要素保障

能力，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大力推
动
“一件事一次办”
，不断深化
“互联网+
政务服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取得了很好成
效。

九大行动助建开放高地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坚
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综合经济实
力实现历史性跨越。2008 年以来，湖
南经济总量每隔 4 年就迈上一个万亿
台阶，实现连续三次“升级跳”，2020 年
突破 4 万亿元。湖南已建立起门类齐
全、实力较强的现代工业体系。电子商
务、金融、文化娱乐等现代服务业异军
突起，服务业增加值达到 2.16 万亿元。
基本形成省内 2 小时高铁经济圈，县县
通高速。
近年来，湖南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不安全的、落后的、环保不达标的产
能基本出清；通过“放管服”改革，行政

太原推动跨境电商
自由化便利化规范化发展
本报讯 近日，为推进中国（太原）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建设，促进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培育跨
境电商贸易主体，由太原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主办，
太原市商务局支持的“引入优质外贸服务商·助力企
业外贸新增长”
跨境峰会在太原市举办。
太原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之峰在大会上致辞。他
指出，跨境电商作为全球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
展，正成为建设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支撑。希望借助
此次培训，太原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能够开放分享
资源和服务，推动行业自治、自律和健康发展，为太
原市跨境电商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太原市商务局
也将继续协同海关、国税、外汇等相关部门，积极复
制杭州等地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为跨境电商发展突破制约、夯
实基础营造环境。同时也希望企业家们以崇高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共同推动太原市跨境电商自由化、便
利化、规范化发展。
会上，中国制造网、全球贸易通、思亿欧外贸快
车等平台服务商对企业历史、平台功能、提供服务进
行了简要介绍，为企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全套产品
与解决方案。会议还邀请了金钥匙供应链的创始人
对企业如何用 9710 进行报关进行讲解。活动最后，
太原市商务局外贸科副科长杨扬对 2020 年跨境电
商专项资金使用方向和 2021 年跨境电商专项资金
重点支持方向进行了解读。
（商 犇）

审批事项大幅精简，
“一件事一次办”成
为全国政务服务知名品牌；通过农业农
村改革，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全面
完成。在这些关键领域改革的带动下，
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释放。去年年底，
全 省“ 四 上 ”企 业 达 到 4.63 万 家 ，比
2012 年增加 1.63 万家。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
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全力推进‘供
需对接、进出双提’行动。”陈恢清表示，
将办好两件大事，优化四大体系，实施
九大对接行动，即：高质量建好湖南自
贸试验区、高水平办好中非经贸博览会
这两件大事；优化平台、服务、通道、人
才这四大体系；从供给侧需求端两端发
力，精准实施重大开放战略、产业链供
应链、开放主体、国外市场、新业态新模
式、贸易方式、开放平台、外联通道、市
县差异化发展等九大对接行动，奋力打
造内陆地区开放高地，为建设现代化新
湖南贡献商务力量。

新增两个国家级经开区

湖南开放发展再添新动能
本报讯 6 月 22 日，据湖南省商务厅消息，国务
院办公厅日前批准全国 13 个省级开发区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南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邵阳经济开发区名列其中。这为湖南以及永州、邵
阳两市推进“三高四新”战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增
添了重要的开放平台，注入了新的动能。
湖南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名永州市凤凰园
经济开发区，创建于 1988 年，是湖南最早创办的开
发区之一。1994 年 3 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
省级开发区，2014 年 4 月更名为永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77 家，省级以上研发
机构和技术中心 11 家，已形成大制造、大数据、大健
康、大商贸物流四大产业集群。2020 年，永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39.6 亿元，同比增
长 8.4% ；规 模 工 业 总 产 值 28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1.1%；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23.1 亿元，同比增长
33%；地区生产总值、税收收入、实际使用外资分别
占永州市的 11.4%、14.6%、18.3%。中国古巴生物
技术联合创新中心、湖南工程研究中心、华为云计
算中心等一批重大国际合作平台、科技创新平台落
地。
湖南邵阳经济开发区前身为邵阳市民营经济
开发试验区，2006 年更名为湖南邵阳经济开发区，
2016 年 11 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同意，湖南邵阳经
济开发区与宝庆工业集中区整合形成新的湖南邵
阳经济开发区，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显示功能

国内优秀区块链团队
在苏州开展“技术比武”

材料、智能家居家电等优势产业。2020 年，邵阳经
济开发区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 410.89 亿元，同比增
长 24.5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25.14 亿元，同比增
长 26.9%；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63 家，新增高新技术
企业 65 家。在全省 143 家省级以上园区综合评价
中排名第四，是全省 5 个被省政府表彰的真抓实干
园区之一。中电彩虹（邵阳）盖板玻璃生产线项目、
邵虹玻璃基板项目、三一专汽全球最大工程搅拌车
生产基地、三一集团智能生态汽车城等一批卡脖子
项目、重大产业项目正在加速建设。国家数控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特种玻璃研究院、智能制造研
究院、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等一批国、省级科技创
新平台相继落地。
（伍鹏程 向尚婷）

本报讯 6 月 22 日，由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苏州工
业园区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办，苏州工业园区数字经济协会
承办的“苏州产业技术研究院区块链研究所”合作团队募集
擂台赛在苏州工业园区开赛，国内 8 支区块链技术创新团
队、30 余名管理和技术人才展开激烈角逐。
据了解，今年 4 月，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主
办、苏州工业园区承办的“可信区块链产城合作交流大会暨
苏州工业园区场景发布会”在苏州举办。会上，苏州工业园
区管委会与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联合启动了“苏州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区块链技术研究
所”合作伙伴募集仪式，面向全国招募优秀区块链技术团
队，以期吸引引领性、前瞻性、颠覆性的区块链技术创新团
队落户苏州工业园区，集聚一批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
野和能力的领军研发人才。经过为期 2 个月的募集和初审，
共有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团队，上海分布信息、
江苏荣泽信息、黑云智能等区块链企业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8
支队伍通过初审，
进入擂台赛决赛。
赛台上，各团队充分展示各自技术优势、创新理念和发
展前景，就比赛题目“苏州工业园区区块链信用应用场景”
展开“技术比武”。经过专家组综合评估，最终有黑云团队、
荣泽科技 R-one 团队、上交智研院团队、浙大高济教授团
队、分布科技团队跻身前 5 名，将进入团队尽调环节。最终
胜出的团队，将成为苏州市产研院与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
伙伴，共同建设“苏州产业技术研究院区块链研究所”，经过
前瞻性技术和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研发，带动区
域内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区块链成为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方向，
具有应用空间广、产业潜力大、社会效益强的特点。苏州工
业园区工业企业超 9000 家、金融机构超 1000 家，先进制造
业密集、金融机构集聚、政务场景丰富，应用区块链技术应
用赋能潜力极大。
（孙宝平）

长三角中日合作发展峰会在苏州举行
本报讯 近日，“长三角中日合作
创新发展峰会”在苏州高新区举行，
围绕长三角地区中日创新合作最新进
展与合作示范区发展情况，开展会商
交流。
活动现场，举行总金额共计 15.7 亿
美元的 12 个平台类、产业类项目集中
签约。项目涉及中关村协同发展集团、
联合航发集团、友仑集团等平台基金类
项目；产业类项目有牛尾医疗项目、大
藤医疗产业化项目、美创医疗栓塞产品
项目、耀视医疗眼底相机、生物诊断试
剂等。
峰会上，举行苏州高新区营商环境

新举措发布仪式；发起长三角中日医疗
器械产业联盟倡议，倡议要求，组织中
日相关企业，与相关行业审批部门、苏
州市医疗器械产业协会、SGS 公司等建
立会商机制，加速苏州高新区日资医疗
器械企业的集聚发展；发布长三角中日
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宣言，推动长三角
中日绿色创新合作，携手日资企业共建
绿色家园，积极推动“碳中和”先行区建
设；江苏中日友好示范街区和长三角中
日青少年江南文化实践基地揭牌；苏州
高新区新版日文网站上线，将在第一时
间传递苏州高新区最新资讯，畅通中日
交流渠道，打造“苏州最舒心”营商环境

品牌；中日企业第三方市场合作实训基
地启动，将推动中日企业合作走向海
外，助力两国企业拓展市场空间，打造
中日两国共同拓展海外第三方市场的
现实典范；启动中日绿色产业创新合作
示范区建设，创新“日资高地”绿色产业
合作新模式，为中日企业、研究机构、地
方政府等在绿色产业发展领域合作构
筑平台。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北京事务
所所长茶山秀一表示，苏州高新区积聚
了众多大院大所，有着雄厚的创新发展
驱动力量，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将以
本次会议为起点，与苏州高新区一道开

广告

广告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1 号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我司”
）拟公开处置以下所述不良资产：
1. 我司对太平洋（合肥）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
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及其他权益。
2. 我司接受嘉兴瑞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下称“嘉兴瑞岶”
）委托，作为嘉兴瑞岶的代理
人，代为处置嘉兴瑞岶对合肥原溪置业投资有限公
司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等相关权益。
3. 我司接受吾思东银一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吾思东银”
）、深圳景瑞祥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深圳景瑞祥”
）、深圳
东源瑞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东
源瑞凯”
）委托，作为吾思东银、深圳景瑞祥、东源瑞
凯的代理人，代为处置吾思东银、深圳景瑞祥对安
徽润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安徽润
地”
）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等相关权益、吾
思东银及东源瑞凯持有的安徽润地 100%股权及吾
思东银持有的抵债资产。
4. 我司接受上海盛实乐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盛实乐行”
）委托，作为盛实乐行
的代理人，代为处置盛实乐行对合肥骅晋达置业有
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等相关权益，
及盛实乐行持有的抵债资产。
5. 我司接受东方弘远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
“东方弘远国际”
）委托，作为东方弘远国际的代理
人，代为处置东方弘远国际对佛山市南海区松岗汇
景物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洪德利实业有限
公司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等相关权益，及
东方弘远国际持有的抵债资产。
6. 我司对北京大基康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享
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等相关权益。
7. 我司接受深圳东盈瑞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东盈瑞诚”
）委托，作为东盈瑞诚
的代理人，代为处置东盈瑞诚对山西汉波食品股份

拓双赢的创新合作新局面。
据了解，截至目前，苏州高新区集
聚日资企业 620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
业 17 家，累计投资额超 200 亿美元，在
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等领域
形成较完整的产业链，并于今年获评江
苏省首批中日韩（江苏）产业合作示范
园区。苏州高新区将持续营造一流的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在
苏日本友人、日资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
服务，携手共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机
遇，打造中日地方合作的主阵地和新地
标。
（孙宝平）

序号 分布地区

债权资产

抵债资产

股权资产

（本金，万元）

（万元）

（万元）

金额占比

1

合肥

65000.00

2

合肥

30000.00

合肥

22100.00

合肥

944.44

4

合肥

3542.23

5

北京

29000.00

广州

1153.07

佛山

19350.00

6.26%

太原

6194.00

2.00%

太原

250.00

南阳

19477.50

29606.32

合计

197011.73

102248.00 10000.00 100.00%

3

6
7
8

21.02%
9.70%
6602.46

10000.00 12.51%
0.31%

39835.31

14.03%
9.38%

26203.95

8.85%

0.08%
15.87%

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及相关权益。
8. 我司接受东银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下称
“东银实业”
）委托，作为东银实业的代理人，代为处
置东银实业对南阳豪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
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等相关权益，及东银实业
持有的抵债资产。
具体分布见下表：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 479210.18.32 万元，包含债
权 11 户，共涉及本金 197,011.73 万元，利息 169,
950.41 万元，抵债资产 4 项，金额 102248.04 万元
（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抵债
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股权 1
户，出资额 10000 万元。分布在安徽省合肥市、北
京市、广东省广州市、广东省佛山市、山西省太原
市、河南省南阳市。
为此，
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我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
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
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
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网站 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
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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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资金实力、财务状况
条件良好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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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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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1 年 7 月 24 日。
联系人：
周先生
联系电话：
15810473529
电子邮件：
zhouyifan@coamci.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
金融中心 42 层 4-6 号
邮编：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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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010－85280852（我
司信访举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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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 06 月 24 日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2 号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司”
）拟公开处置以下所述不
良资产：
1. 我司对太平洋 （合肥） 置业有限公
司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及其他权
益。
2. 我司接受嘉兴瑞岶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下称“嘉兴瑞岶”
）委托，作为嘉
兴瑞岶的代理人，代为处置嘉兴瑞岶对合肥
原溪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以及附
属担保权利及其他权益。
3. 我司接受吾思东银一期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吾思东银”
）、深圳
景瑞祥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
“深圳景瑞祥”
）、深圳东源瑞凯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下称“东源瑞凯”） 委
托，作为吾思东银、深圳景瑞祥、东源瑞
凯的代理人，代为处置吾思东银、深圳景
瑞祥对安徽润地双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安徽润地”
）享有的债权以及附属担
保权利等相关权益、吾思东银及东源瑞凯持
有的安徽润地 100%股权及吾思东银持有
的抵债资产。
4. 我司接受上海盛实乐行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下称“盛实乐行”）
委托，作为盛实乐行的代理人，代为处置
盛实乐行对合肥骅晋达置业有限公司享有
的债权以及附属担保权利及盛实乐行持有
的抵债资产等。
具体分布见下表：

序号 分布地区

债权资产

抵债资产 股权资产

（本金，
万元） （万元） （万元）

金额占比

1

合肥

65000

2

合肥

30000

合肥

22100

合肥

944.93

合肥

3542.23

39835.30

24.37%

合计

121587.16

46437.80 10000

100.00%

3
4

36.51%
16.85%
6602.46

10000

21.74%
0.53%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 279068.14 万元，包
含债权 5 户，共涉及本金 121587.16 万元，
利息 101043.21 万元 （包内债权金额的截
止日为 2021 年 5 月 31 日，抵债资产金额
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抵债资产
2 项，金额 46437.8 万元，股权 1 户，出资
额 10000 万元。上述资产分布在安徽省合
肥市。
为此，特发布此公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
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能根
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
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
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
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 www.coamc.com.
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
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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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实力、财务状况条件良好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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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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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7 月 24 日。
联系人：
周先生
联系电话：
15810473529
电子邮件：
zhouyifan@coamci.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财富金融中心 42 层 4-6 号
邮编：
10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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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纪 检 监 察 部）、
010－85280852（我司信访举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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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深圳前海东方创业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021 年 06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