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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精准、创新
制 造 业 立 市“ 强 基 ”、
15%市域面积建设园区、强
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
新……锚定培育世界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目标，
“创新之
城”深圳近期持续出台新举
措，打出坚定有力的高质量
发展
“组合拳”
。

制造业立市 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圳坪山，新能源汽车产线忙碌、车
鸣清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4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
增长 44.6%，达到近 30 万辆。总
部位于深圳坪山区的比亚
迪公司 4 月新能源汽车
销 量 超 过 10 万
辆，同比增

深圳打出产业集群“组合拳”
□ 孙 飞 印 朋

长 136.5%。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当前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制造
业的
“定盘星”
作用更加凸显。
在有“世界工厂”之称的珠三角，从地
方“两会”到近期出台的举措，经济大市深
圳多次强调“制造业立市”，增强现代产业
体系竞争力。
6 月上旬，深圳发布关于发展壮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
的意见，提出一系列培育发展壮大“20+
8”
产业集群的政策。
20 个战略新兴产业集群包括网络与
通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显
示等；8 大未来产业则有合成生物、脑科
学与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等。
“意见提出的‘20+8’产业集群都是
深圳具有一定领先基础的产业，政策的推
出显示深圳坚持制造业立市‘强基’的决
心，也对深圳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加快建设科技和
产业创

新高地具有重要作用。”深圳市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副主
任谭刚表示。
一季度，深圳 20 个战略新兴产业集
群合计实现增加值 2776.28 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9.3%。

精准布局 15%市域面积建设园区
市域面积本就十分紧张的深圳，将坚
持集中连片、集约节约，突出高端先进制
造，规划建设总面积 300 平方公里左右的
20 个先进制造业园区，形成“启动区、拓
展区、储备区”空间梯度体系，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空间保障。
土地是深圳最稀缺的资源和市场要
素 。 300 平 方 公 里 园 区 占 深 圳 总 面 积
1997.47 平方公里的约 15%，足以看出深
圳的决心。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疏梅说：
“ 空间是产业发
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要素，产业空间保障给
了企业很大信心。
”
今年 6 月，深圳市第三代半导体产业

链重大项目开启全面主体施工。这一项
目重点布局 6 英寸碳化硅单晶衬底及碳
化硅外延片材料，项目一期投资 32.70 亿
元，达产后将实现年产 10 万片碳化硅衬
底与 25 万片外延片。
深圳市重投天科半导体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曾江说，深圳相关政策精准布
局，明晰了空间定位和具体的支持方向，
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构建同城同域紧密
融合的
“产业朋友圈”
。

原始创新 挺进科技发展深水区
深圳发布的意见同时提出，坚持自立
自强、创新引领；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
技术创新，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加大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构建自主安全、多元
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
作为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之一，深圳光明科学
城正在成为高端科研资源聚集地和原始
创新策源地。深圳市神经科学
研究院等项目已

在光明科学城投入使用，材料基因组等设
施平台正在加紧建设。
“搭建从源头创新到技术孵化，再到
应用落地的创新生态链，是我们努力的方
向。”深圳光明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
相关负责人说。
更多基础研究之“树”，正在不断成
长。
位于深圳的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实验
室，致力于建设关键大科学装置“鹏城云
脑 II”，打造人工智能基础性研究平台，算
力和数据吞吐能力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客观来看，深圳‘20+8’的一些产业
链还存在‘卡脖子’问题，要持续创新驱
动、攻坚研发、畅通链条，打造世界级
产业集群。”中国（深圳）综合开
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
执行所长汪云兴说。

湘约世界

湖南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成效显著
□ 本报记者 伍鹏程 通讯员 向尚婷
日前，湖南省商务厅透露，中国工商
银行湖南省分行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于
北京时间 6 月 6 日办理一笔 242 万肯尼亚
先令（约合 13.7 万元人民币）的跨境汇款
——先令结汇业务。这是全国首单肯尼
亚先令汇至中国并兑换人民币的业务，也
标志着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又
取得新进展。
今年以来，湖南先后推出多项措施，
覆盖财税、物流、用工、防疫和通关等领
域，推动湖南优质企业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深度参与当地
产业链建设。目前，菲律宾卡马拉纽甘
斜拉桥 EPC 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孟加拉
拉国杰沙希地表水处理厂、巴基斯坦轮
胎厂等重大项目相继落地，老挝“两园一
路”、柬埔寨金属材料产业园、尼日利亚
湖南工业园、科特迪瓦橡胶厂等境外项
目稳步推进。
据悉，2021 年湖南对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新增中方投资 3.78 亿美元。建工集
团、湖南路桥再次入选“ENR 国际承包商”
250 强，中信保湖南分公司承保湖南省“一
带一路”
共建国家重点项目 14 个。
6 月 11 日，怀化国际陆港靖州—北部

湾港国际货运班列，从靖州火车站鸣笛启
程，驰向广西北部湾港口。此趟国际班列
共装载 40 个标准集装箱，货物以矿产品
和农产品为主，重约 1000 吨。班列从靖
州站发出，预计 2 天后到达铁山港，全程约
650 公里。后续货物将出海运往新加坡等
国家，比传统江海联运节约 7 天左右时
间。该班列为怀化国际陆港首趟县级货
运班列。作为湖南加快建设对接西部陆
海新通道战略的门户城市，怀化已在湖南
省率先开通“怀化—北部湾港”铁海联运
班列，在中部地区首发中老铁路（怀化至
万象）国际货运列车。
为打通出海通道，湖南持续拓展对外
平台通道。2021 年，中欧班列开行 1072
列、货值约 30 亿美元，较“十三五”初增长
13.5 倍和 5 倍，常态化运行路线 14 条，网
络覆盖 24 个国家，
“ 湘粤非怀化—北部湾
港”铁海联运班列开通运行；湖南省机场
国际货邮吞吐量 9.36 万吨，增长 24.1%，
岳阳城陵矶口岸集装箱吞吐量 60.06 万标
箱，增长 18.1%；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不断
提升，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较 2017 年累
计压缩 81.72%、90.10%。2021 年，湖南
进出口总额近 6000 亿元，较“十三五”初
增长 2.2 倍，与 227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
贸往来。

减负担、激活力、增信心
——贵州毕节多措并举助企纾困见闻
□ 李 凡 骆 飞
消费者消费满 8 元使用一张 3 元优惠
券、寄递商户每寄出一单快递补贴 1.5 元运
费……近期，贵州省毕节市邮政管理局会
同当地 30 余家快递公司，正陆续推出多项
优惠补贴活动，
以促进快递市场消费。
今年受疫情影响，毕节部分快递公司
业务增速下滑。为促进消费市场复苏，近
日毕节市多部门联合推出“乐购毕节·助商
惠民”促消费专项行动。受益于相关扶持
政策，
毕节市快递消费市场正加速复苏。
在 快 递 物 流 方 面 ，毕 节 市 安 排 资 金
1200 万元，组织全市快递企业开展为期 3
个月的促消费活动，既促进快递物流消费
不断“升温”，也带动当地农特产品“黔货出
山”
。
中通快递贵州毕节网点负责人张连波
说，受疫情影响，公司快递业务增速持续疲
软，在今年 4 月还出现了负增长，加上近期
油价上涨等因素，公司运营成本上涨了近
一成。
“根据相关补贴政策，公司也推出了针

对消费者、合作商户的多项优惠活动，政府
对达到一定增速比例的快递企业，还会给
予一次性奖励，这对全市快递物流行业是
个利好消息。”张连波说，借力促消费政策，
公司第三季度快递业务增速有望提升至
30%以上。
据了解，早在去年，毕节市就出台优惠
补贴政策推动汽车消费市场复苏。去年 9
月以来，毕节市商务局牵头推出了“畅行毕
节”汽车促销活动。消费者购买相应车型
车辆可一次性享受 5000 元补助，全市累计
发放补助金额达 3000 万元。
贵州省毕节市佰润汽车集团董事长胡
磊介绍说，在优惠补贴政策带动下，公司从
去年第四季度汽车销售量就明显提升。今
年一季度，公司还实现单月汽车销售量达
1200 台的销售纪录。
从今年 6 月起，毕节市政府将统筹投入
近 2000 万元补贴资金，努力减少疫情对汽
车消费影响，不断提振市场主体和消费者
的信心。
近期，根据新的要求和全市新的经济
运行情况，毕节市制定出台《毕节市激发

市场活力稳住经济增长“1+N”工作方案》，
全面落实助企纾困系列政策措施。毕节
市发改委副主任付立云介绍说，该方案从
实施促进消费专项行动、大力推动旅游业
恢复发展、深入推进产业大招商等 11 个方
面布置重点任务，以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
关、恢复发展，推动全市经济基本盘稳中向
好。
此外，为加速助企纾困政策有效落地，
毕节市税务局依托大数据精准“画像”市场
主体，分行业、分类建立标签体系精准推
送，通过税企互动平台、电话等方式开展覆
盖纳税人 16.52 万人次的“点对点”提醒，并
开发“减税降费综合分析平台”，让政策主
动找人、让相关红利尽享快享。
据贵州高原蓝梦菇业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孟谈介绍，在税务部门的精准服务
下，公司近两年共享受了 390.6 万元的税费
减免。
“我们同时还凭借相关信用等级申请
到 100 万元的信用贷款，这些政策大大缓解
了公司资金压力，为我们渡过难关提供了
有力支撑。
”
陈孟谈说。

广告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已将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又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
已将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又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与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已将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又根据中信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后根据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东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计 59 笔，债权总额 491056799.55 元。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中国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东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发
布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
现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请借款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东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
中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文盛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
上海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公告清单
借款人
北京瑞尔新科贸集团

保证人
北京天创影视艺术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旭日升建筑工程部（原名：
顺义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李
北京晨光鞋业有限公司
各庄建筑队）
（保证担保）
北京美新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双仁建筑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李各庄首饰厂（原名：
顺义县李各庄 北京市顺义燕山石墨模具厂（原名：
北京市顺义县燕山石
乡首饰厂）
墨模具厂）
（保证担保）
北京市大兴建筑门窗加工厂（原名：
北京
抵押担保
市大兴县建筑门窗加工厂）
北京市长阳农场有限公司（原名：
国营北京市长阳农场）
北京市长建兴旺建筑工程公司
（抵押担保）
房山区豆店乡于庄砖厂
信用担保
北京市房山城乡建筑企业集团总公司第 北京市房山城乡建筑企业集团总公司第七工程公司(抵押
七工程公司
合同)、
北京市房山区昊港出租汽车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市房山区建筑总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市房山豆店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市房山建工企业集团总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渔阳建筑工程公司（原名：
北京市平谷县门楼庄乡建
北京海鸥玩具有限公司
筑工程公司）
（保证担保）
北京市聚发化纤总厂
抵押担保
北京中东建筑装饰工程公司
北京长志技贸实业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银波通讯技术公司
北京镀锌丝厂大兴联营厂（保证担保）
北京南牧兴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原 北京市南郊农场有限公司（原名：
国营北京市南郊农场）
名：
北京市南郊牛奶公司）
（保证担保）
北京市新润电器商场
中国新兴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宣武建银技术交流站
/
北京市华灯服装厂(保证担保)、
北京华德制衣有限公司
债务人以车辆和机器设备抵押
平谷县兴隆庄大麦芽厂
北京市金海制笔厂
北京市平谷县乐政务乡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大兴星城商厦

北京兴隆庄科工贸集团(保证担保)
北京星火锅炉厂(保证担保)
北京市平谷县乐政务毛织一厂(保证担保)
北京大兴星城商厦(抵押合同)
北京房山服装有限责任公司（原名：
北京市房山区服装一
房山宾馆
厂）(保证担保)
北京正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市房山城关资产经营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市长建永乐建筑工程公司（破产注 北京市长城京源有机化工厂；
国营北京市永乐店农场（现
销）
名：
北京永乐店农场有限公司）；
北京市永乐商业贸易公司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工业公司（现更名为：
北京燕山祥和物资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市燕山工业公司）
北京金色年代俱乐部有限公司（原名：
北
北京大中商贸公司(保证担保)
京玉皇娱乐城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
借款人
1,574,165 北京市房山正发饲料厂
763,936 北京市房山区银兴煤制品厂

单位：
元（截止日期：
2020/9/1）
保证人
债权金额
北京市中联服装厂(保证担保)
749,037
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农工商总公司（北京市霞云岭资产经营
74,425
公司）(保证担保)

527,163 北京恒昌实业公司
北京恒昌实业公司(抵押担保)
北京市房山先锋印刷厂（原名：
北京
2,240,878 市房山区苏村先锋印刷厂）
北京市房山区苏村兴业建筑材料厂(保证担保)
北京市顺义兴华钢窗厂
697,680 北京强人竞技垂钓有限公司
（原名：
北京市顺义县兴华钢窗厂）
（保证担保）
北京滨河房地产开发公司(保证担保)、
1,289,543 北京市平谷滨河工业开发区总公司 北京滨河物业管理服务公司（保证担保）
88,230 顺义县李家桥构件厂
北京长安防火设备工程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不老泉绿色农场
北京潜绿园农业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保证担保）
3,440,298 北京市恒银制冷电器公司
北京市万绿原科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市通县华成建筑公司
北京市通县农机修造厂（保证担保）
9,921,369 北京市东方利源化工厂
北京市通州区水利工业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国际来恩实业公司（原名：
北京国际机场银河实业公司->北
3,166,395 北京市利通实业总公司
京国际剑波实业公司）
11,829,765 通县觅子店乡农业服务公司
5,960,994 北京市平谷县东高村毛衣厂
北京市平谷曙光合金钢厂(保证担保)
10,665,335 北京市侨兴建筑工程公司
北京市通州京艺工艺品厂（保证担保）
4,964,658 北京西城奇丰发展公司（北京奇丰技 汇龙企业集团总公司；
北京嘉铭企业集团
贸公司）
4,915,013 北京顺港铸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特种水泥厂（保证担保）
12,036,477 北京金创经济发展公司
汇龙租赁公司
7,051,796 北京市平谷县长城铸造厂
7,837,056
5,245,120
1,255,624
8,190,570

北京市科宇商贸公司
密云县建筑材料工业公司
北京市密云县供销合作联合社
广西梧州恒通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平谷岩岩汽车修理站

6,619,011 北京世福经济发展公司
2,209,140 北京市平谷东方拔丝镀锌厂
北京市宏才金属制品厂
26,177,347 北京三联标准件厂
1,421,368 北京市平谷县金海反光材料厂
5,631,185 北京环娜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市平谷星航机电设备厂

9,958,396
1,571,351
5,832,198
6,058,800
2,098,320
31,168,000
12,520,156
661,112
358,919
65,192,700
1,915,550
1,906,431
953,210
57,073,306
4,520,684
41,207,059
488,543

常州岙彧商贸有限公司与上海道虔企业管理工作室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常州岙彧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岙彧公司”
）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与上海道虔企业管
理工作室（以下简称“道虔工作室”
）签订的《单债权转让协议》，岙彧公司将其拥有的附件《债权转
让清单》项下的全部债权已经转让给了债权受让人道虔工作室，道虔工作室也已经付清全部债权
转让款，合法取得了上述全部债权（详见附件一）。现岙彧公司与道虔工作室联合公告通知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道虔工作室履行还款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联系电话：
18651519605（朱先生）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方：
常州岙彧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方：
上海道虔企业管理工作室
2022 年 6 月 14 日
附件：
标的债权清单

债务人 本金余额（元）
担保人
对应的裁判文书
保证人：
常州润超制冷器
常州利普
材有限公司、常州润超包常 州 市 武 进 区 人 民 法
金属制品20,499,999.76装印刷有限公司、常州市院：
（2016）苏 0412 民初
有限公司
武进俊达通讯器材厂、时5626 号 民事判决书
界杰、
李芬、
赵家璧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
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
以及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编号为 01TXPZ-TA-2021011-9），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
担保债权、
违约金债权、
利息债权、
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
林先生，
0576-81855576
陕西凯业联系电话：
陈女士，
19829755066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债务情况
借款人
本金
（截至
欠息
（截至
序号
担保人
抵押物
法律文书
名称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5 月

12 日）

12 日）

中国华融江苏分公司对蚌埠中南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宿迁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招商公告
根据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分公司签署的编号为中国华融江苏 Y10220066-1 号《债权转让协议》及相
关合同、协议文书等，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将其对蚌埠中南花苑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宿迁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金为 13300 万元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详见下表）及债权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
依法协议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
对于上述债权资产拟进行处置，
现予以公告招商。
一、说明
1、如投资者有受让意向，
请与我司直接联系。
2、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
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资产进行调整。
二、联系方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联系人：
董先生 联系电话：
025-57710691
联系人：
赵女士 联系电话：
025-57710767
地址：
南京市北京东路 42 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联系人：
许女士 025-57710703；
冯女士 025-57710692
债务人
转让方 本金余额（万元） 债权担保
蚌埠中南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宿迁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五
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3300 保证人：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物：宿迁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江苏省宿迁市宿城
新区东至规划渤海路，南至空地，西至居住用地，北至吉林路的面积为
32914.5174 平方米的住宅用地作为抵押物，
担保主债权数额 63000 万元
质押物：徐州茗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拥有的 100%的宿迁茗
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
出质股权数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

债务人

本金余额
转让方 （万元）

蚌埠中南
花苑房地

金华市正宏日用 抵押物：
兰溪市磐圣服饰
北京贝斯特铜业有限公司
24,355,050
产开发有
金华市金
品有限公司、
张永 有限公司所有的兰溪市马
五矿国际
北京市密云县乡镇企业总公司
3,955,675
磐开发区
明、
曹鸳鸯、
吕新 涧镇马二村的商住用房，（2017）浙 0702 限 公 司 、
1
12685134.75
5435845.42
北京市密云县红云饭店
1,922,820
铭鸳服饰
红、
吕仙妹、
张釜 建筑面积 3564.94 平方米，民初 16580 号
信托有限
国营广西壮族自治区梧洲造船厂（保证担保）
8,838,310
宿迁茗悦
有限公司
玮、
兰溪市磐圣服 土地面积 663.6 平方米,最
北京同泽金五金厂(保证担保)
849,156
公司
饰有限公司
高额抵押 1109.14 万元
房地产开
北京城建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原名：
北京市第七城市建设工程
14,607,600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 发有限公
公司）(保证担保)
北京商标印刷厂附属加工厂（保证担保）
2,570,388 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
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抵押担保
4,143,083 文件约定为准。2、
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2 年 5 月 12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司
北京市通县台湖乡光学铸锻厂（保证担保）
48,404
陕西凯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
罚息、
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建筑工程公司（原名：
北京市平谷县金海建筑
并已由浙江台信资产
7,177,894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
工程公司）
（保证担保）
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若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北京奇丰技贸公司（原名：
北京西城奇丰发展公司）(保证担保) 10,110,492 3、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13300

债权担保
保证人：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物：
宿迁茗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江
苏省宿迁市宿城新区东至
规划渤海路，
南至空地，
西
至居住用地，
北至吉林路的
面积为 32914.5174 平方米
的住宅用地作为抵押物，
担
保主债权数额 63000 万元
质押物：
徐州茗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质押其拥有的
100%的宿迁茗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股权，
出质股
权数额 2000 万元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