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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次债权转让范围包括上表所列编号的主借款合同/综合授信合同下全部借款展期协议、补充协议、担保合同、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等，具体合同编号以各方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准，上表中各担保
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中的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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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约定或者法院生效判决确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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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第九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
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天润化肥股份有
限公司
内蒙古普泰路桥有限公
司
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
内蒙古萌业粮油农副产
品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天骄资源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翁牛特旗鸿宇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远洋新农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熹里农牧业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主借款合同编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1800000111773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1700000073957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1700000147466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1400000106314号）

流动资金贷款借款合同
（编号：公借贷字第ZH1400000222732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1400000000260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1300000212068号）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1400000089550号）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
(编号：公综信字第ZH1300000062610号)

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编号：ZH1300000064126）

综合授信合同（编号：公授信字第ZH1400000081511号）

担保人

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乌日尼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拜仁矿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伦贝尔市原野测试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奈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有限公司、王景晟

郝万清；内蒙古普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普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
蒙古伊东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伊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王淦

内蒙古萌业粮油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乔志彬

鄂尔多斯市佳佳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李云飞、刘玉莲

翁牛特旗鸿宇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罗春利

内蒙古碧海蓝天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张军开

鄂尔多斯市熹里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伊拉图

担保
方式

保证、
质押
保证、
抵押、
质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抵押、
保证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押
保证、
抵押

基准日债权余额
（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1,189,997,334.56

152,151,756.22

42,319,165.14

265,448,248.76

92,242,959.82

81,099,385.13

91,352,002.97

54,941,656.16

61,264,786.94

64,041,886.76

20,928,688.61

基准日本金余额
（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999,960,000.00

149,979,457.17

41,975,528.72

199,984,741.79

56,583,725.90

49,598,582.62

40,000,000.00

29,997,665.36

24,999,980.05

21,994,866.00

9,000,000.00

基准日利息余额
（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190,037,334.56

2,172,299.05

343,636.42

65,463,506.97

35,659,233.92

31,500,802.51

51,352,002.97

24,943,990.80

36,264,806.89

42,047,020.76

11,928,688.61

债务
分布地区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

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
赤峰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

根据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ZCZR20221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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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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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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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公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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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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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青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海事法院公告岛海事法院公告
（（20222022））鲁鲁7722执执246246号号

本院于2022年7月13日受执行法院山东省潍坊市
中级人民法院委托，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鲁07
刑初10号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决内容：“扣押在案的诺
丹娜·安德里亚（NORDANA ANDREA）货轮一艘……
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对现停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潍
坊森达美港泰王国籍2000年建成的“诺丹娜·安德里亚
（NORDANA ANDREA）”轮予以公开拍卖。

兹定于2022年12月6日上午10时至2022年12月
7日上午10时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http://sifa.
jd.com/）予以公开拍卖。境外竞买人委托买船者，应当
于拍卖前二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授
权委托手续进行审查。凡需买船者，需向京东司法拍卖
平台交纳保证金人民币192万元。船舶基本状况、起拍
价、拍卖须知、预交保证金金额等详见相关网站信息，拍
卖该轮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统一安排看样，不承担
该轮的瑕疵保证。

凡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人，应自公告期之日起
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逾期不登记的，视为
放弃在本次拍卖中受偿的权利。

特此公告。
青岛海事法院债权登记联系人：张静
联系电话：0532-58589979
青岛海事法院拍卖联系人：孙鹏、刘根
联系电话：0532-58589958/0532-5858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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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本 公 司 遗 失 DACHSER Shanghai Co., Ltd.

Ningbo Branch之全数(3/3)正本海运提单,提单号码:
39130108481,船名:MSC LEANNE,航次:235W,

特此声明作废。
三美企业(香港)公司(浙江天台嘉和网业有限公司)

江门：全力打好“中国侨都”商务牌
□ 潘纳新

8月6日，江门市全球招商大会在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江门三地同步开启，揭开了新时期江

门全球招商活动的序幕。这座领风气之先、立时

代潮头的中国侨都、湾区之城，向全球企业家、投

资者、创业者，热情敞开怀抱、发出诚挚邀约。招

商大会是江门对外招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江门已成功引进英国泰莱集团、威立雅专业产业

园等一批投资超10亿元以上的外资项目落户。

稳外资突出抓好拓增量稳存量

1-8月，江门市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264个，实

际吸收外资22.88亿元，增长38.8%，增速居广东省第5

位、珠三角第2位，总量居广东省和珠三角第8位，在疫情

影响下依然交出了“稳外资”的亮眼成绩单。

为做好稳外资工作，江门突出抓好拓增量、稳存量。

紧盯先进制造业、欧美日新和港澳台投资规模较大的标

志性外资项目，加大投资促进力度；加强产业链招商，做

好争取外资企业增资和利润再投资工作。同时，强化服

务保障，密切关注外资龙头企业和关键环节企业，加强精

准服务，全力稳定外资产业链供应链。

2020年 7月 6日，新加坡金鹰集团旗下亚太森博

（广东）纸业有限公司与江门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计划新增投资200亿元，在银洲湖纸业基地投资

建设90万吨文化纸等项目。截至今年8月，亚太纸业已

新增实际到位资金超12亿元。亚太纸业在江门大额增

资扩产，正是对江门配套服务水平和地理区位优势的充

分认可。

进出口增速排在珠三角前列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因

素，全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江门市近年来多措并举促进外

贸平稳健康发展。

江门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外贸企业在扩大

进出口规模、购买出口信用保险、参加境外展会等方面提

供支持。江门市商务局建立稳外贸专题协调会机制，建

立健全江门市外贸工作联席会议、口岸工作联席会议、

“关地企”直通车等协调机制，落实市县两级班子成员挂

点服务重点进出口企业工作机制，筛选重点外贸企业，实

施“一企一策”帮扶，为外贸企业纾困解忧。去年，江门市

外贸进出口实现快速增长，进出口值达1789.5亿元，比

上年增长25.2%。今年上半年，江门外贸进出口值达

901.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3%，高于同期广东省平

均水平8.5个百分点，居珠三角第三。

为应对企业受疫情影响不能出国参展问题，江门市

支持企业以“代参展”的方式参加境内外在线上线下举办

的展会，为企业开展贸易对接提供新的渠道。同时，推动

成立江门贸易促进发展联盟，助力企业拓市场、促转型、

树品牌，引导企业以“江门制造”方式参加广交会、“粤贸

全球”等展会平台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区域品牌形象。

为支持外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2020年6月，江门

市商务局举办“外贸云推广”活动，打造了共18间直播

间，为江门外贸产品搭建展示、销售、直播一体化平台，采

取“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展示销售”模式，帮助企业出口

转内销。

搭建春夏秋冬四大促消费平台

近年来，江门市积极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搭建春

夏秋冬四大促消费平台，举办春季汽车消费节、夏季“家

5·20”家居购物节、秋季“食在五邑”美食节、冬季“123买

年货”购物节等活动，开展“乐购侨都 约惠江门”系列活

动、“家电惠民进侨都”系列活动、“双11”城市生活狂欢

节、5G新消费促进活动等全市性促消费活动，打造“精

彩·夜侨都”“江门茶饮”“侨都咖啡”特色消费品牌，充分

释放汽车、家电、美食、购物、农村等消费潜力。

今年，江门市开展“乐购侨都”春季消费节活动，派发

总价值1500万元的消费券，带动交易金额1.83亿元，经济

杠杆率达14倍；举办2022年新春暖企惠企促进乘用汽车

消费补贴活动，安排5500万元专项补贴资金，预计带动汽

车消费45亿元；印发《江门市批零住餐业2022年新春暖企

惠企政策补贴申报指南》，对满足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量要

求的限上批零住餐企业给予奖励，提振行业发展信心；出台

《江门市2022摩托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方案》，安排专项补

贴资金1000万元，进一步释放摩托车消费需求；举办

“2022江门夏季促消费活动”“2022年江门市家电家居惠

民促消费活动”，指导成立江门市商业协会智慧家居委员

会、江门市家电家居销售大联盟，推动房地产、家电、家具、

家装、餐饮等行业联动发展；今年国庆节前后，发放总价值

1200万元的2022江门市“乐购侨都”金秋消费券，进一步

激发市民消费热情。

据统计，1-8月，江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62.59亿元，增长3.3%。

发挥侨都优势抢抓RCEP先机

为抢抓RCEP发展红利，今年1月1日RCEP生效实

施首日，江门市举办了RCEP启航合作发展系列活动，江

门市政府与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签订战略合作备忘

录，成立全国第一个“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

心”，举办华商对接RCEP经贸合作江门峰会，发出全球

首份华商对接RCEP经贸合作“江门倡议”，下好对接服

务RCEP的“先手棋”。

4月1日，大广海湾RCEP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

心项目在台山市举行了签约仪式，项目由广东启迪牵头

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120亿元，打造东部城市创新发展

区和西部新兴产业发展区。

8月24日，江门市政府与广东省贸促会共同举办

RCEP成员国粤商联盟成立大会，整合区域内粤商力量，

进一步推进广东高质量落实RCEP。

同时，江门市积极落实外贸扶持政策，组织江门市企

业参加国家、省和市举办的各类RCEP经贸规则培训，提

升企业运用政策能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开拓RCEP市

场。今年以来，海信（广东）空调有限公司、广东泰宝聚合

物有限公司、广东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恩平锦兴纺织

印染企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对RCEP国家的出口均实现较

快增长。据统计，1-8月，江门市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

口额达258.1亿元，增长10.4%。

通关效率持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

近年来，江门市口岸建设捷报频传，呈现重点突破、

多点开花的良好态势。2019年2月，广东省政府印发《广

东省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首次

将江门纳入“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试点单位；2019

年12月，新会港口岸天马港区二期工程通过验收，服务

银洲湖区域大型企业的进出口需求；2021年4月，华南

地区最大的内河智慧港口——江门高新港正式投入运

营；开通广珠铁路江门站—盐田港海铁联运班列，“江门

号”中老国际货运班列、“江门号”中欧国际货运班列实现

常态化运行，打造国际贸易的便捷通道。

除了口岸硬实力，通关便利化改革的优越软实力也

是江门口岸营商环境的一大亮点。由江门市商务局牵头

成立的江门推动口岸提效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实施通关

一体化改革，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口岸通关时

效评估系统在全市水运码头全覆盖，通关时间不断压缩，

通关效率大幅提高，出口和进口通关效率持续保持全国

领先水平。

序
号

1

2

3

4

5

合
计

主债务人名称

泉州百利得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同益食品有
限公司

福建龙峰纺织科
技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石狮龙鼎泰
雨具有限公司

大信（石狮）印染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晋江市宝通发服装制造有
限公司、蔡淑、许滔滔、施并
概、许仁仁。

该公司2笔贷款共670万元
由平和县金兴果蔬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追加周水同、赖碧梅个
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泉州胜鹏纺织有限公司、
晋江丝博贸易有限公司、
李一雄、施比德

大信（石狮）印染有限公司、
王碧红、林荣芳、王家勇、
林玉燕

石狮市闽台船务有限公司、
王家勇、林玉燕、林清艺、
程丽香

抵押物

无

该公司4笔贷款共
1830万元由企业
自有的位于漳州市
平和县小溪镇大坂
洋工业集中区的地
上房产作为抵押
物。该抵押物建筑
面积为 19881.82㎡, 土 地 面 积 为
24208.83㎡

无

王家勇与林玉燕夫
妻共有的位于石狮
市东港路南侧建德
花园二期 4 号楼
303#、304#的住宅
房地产，建筑面积
分别为182.01㎡、
165.49㎡。

无

账面本金余额

22,474,127.07

24,989,376.25

11,248,491.99

12,818,826.05

43,880,000.00

115,410,821.36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5,459,982.28

2,470,069.67

1,006,978.20

1,442,545.05

4,745,515.65

15,125,090.85

账面本息合计

27,934,109.35

27,459,445.92

12,255,470.19

14,261,371.10

48,625,515.65

130,535,912.21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21,115.00

0

89,875.00

100,509.00

266,075.00

477,574.00

序
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华融资产广
西分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广西伟茂商贸
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李茂松、张惠珍、陈伟庆、李
茂杰、广西家万福商贸有限
公司、广西新鸿茂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李茂寅、滕松

抵（质）押物

1、广西家万福商贸有限公司、李茂松名下的位于武
鸣县的机器设备27台。
2、广西新鸿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包的位于衡阳
路南二里原地洞口农贸市场的南宁被服厂的物业经
营权。

账面本金
余额

1980

1980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利）

316.74

316.74

账面本
息合计

2296.74

2296.74

备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