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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注：该时间表为我司初步拟定，若有变动，另行通知。
四、公告期限：2019年12月9日起至2019年12月17日。

公告期内，我司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的咨询和办理竞价登记手续
等相关事项。

五、其他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债权的承诺。投资者可根据我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协议》之
前，我司不对任何潜在的、已注册或我司给予竞价资格的投资者
承担任何责任。

我司欢迎有意向的境内外投资者前来咨询、洽谈（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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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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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外）。
六、联系人、联系方式
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沟通函件，均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

司，竞价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赵女士、张女士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0898-36687631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楼

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

资料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12月9日

预定工作时间
2019年12月9日
2019年12月9日-2019年12月17日
2019年12月17日下午4:00前
2019年12月18日上午9:30

工作流程安排
在长城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gwamcc.com)和《海南日报》发布竞价转让公告
接收竞买人业务咨询、进行竞买人资格审查、领取竞买文件、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查阅文件资料
缴纳竞价保证金300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对海南信伟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竞价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司”）拟通过公开竞价转让方式向境内外投资者转让我司持有的海南
信伟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本次债权竞价转让采用连续竞价方式。

截至 2019 年 12 月 18 日，本次处置债权总额为 22,075,
031.08 元，其中债权本金 18,000,000.00 元，应收利息 613,
250.00元，罚息278,750.00元，违约金3,183,031.08元。

2019年12月18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与
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上述债权

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协议约定计算所得，仅供参考，不构
成我司对债权最终回收金额的承诺,最终的债权金额以司法
裁定为准。债权具体情况及相关情况请投资者登录我司对外
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

一、处置方式：竞价转让
二、付款方式：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三、竞价日程安排

《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送达公告
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被征
收人：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六条
的规定，由于征收范围内部分房屋的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
方案确定的期限内与房屋征收部门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
部分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经房屋征收部门报请，
我府已作出补偿决定，并已在房屋征收范围内进行了公
告。因部分被征收人无法联系进行送达，现将以下征收补
偿决定予以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相
关被征收人请到红城湖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指
挥部领取《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政府征收补偿决定》。逾期
未领取的，即视为送达。

被征收人对补偿决定不服的，可在征收补偿决定送达
之日起60日内向海口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60日内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地址：海口市琼山区环湖路道客二里红城湖拆迁
指挥部

联系电话：18689936855

海口市琼山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指挥部
2019年12月9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现场征收编号
D297-（112）
F126-3-301
D298-6-A1
D298-6-A2
D298-6-A3
D298-6-A4
D298-6-A5

被征收人
琼山区房管局
袁俊
卢业辉
陈宝
梁秀荣
朱才俊
陈雪青

房屋地址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商品楼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商品楼五栋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市农机公司宿舍楼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市农机公司宿舍楼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市农机公司宿舍楼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市农机公司宿舍楼
琼山区府城镇北官村市农机公司宿舍楼

自贸港商城招商公告
自贸港商城（域名www.hnzmgsc.com），海南本土综合

服务类电子商务平台，为国内外品牌线上展示、展销搭建的大
型交易场所。商城设独立店铺，商家入驻自行运营，平台统一
管理与推广。本商城网站已上线，现正式对外招商，欢迎国内
外品牌厂商入驻。

一、入驻商家要求、品牌要求、资质要求等详情，请登陆
www.hnzmgsc.com自贸港商城“商家帮助指南”了解。

二、入驻方式：请登陆商城网站，在“商家中心”申请入驻。
三、联系电话：400-607-8166

自贸港商城运营中心
2019年12月9日

关于邀请参与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
房项目临时用电安装工程、高压线迁改工程施
工招标代理单位及临时用水施工单位的公告

海口市江东新区临空经济区安置房项目位于海口市美兰区演
丰镇。现需向社会公开引进项目临时用电安装工程及高压线迁改
工程施工招标代理单位，两个项目合计总投资约为500万元。临时
用水建安工程费用约为18.97万元，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三个工作
日内以含营业执照及资质证书的密封报价函（报折扣价，合同金额
按预算金额*折扣；）形式报至我司工程部。联系地址：美兰区中贤
村廉租房A栋二楼，邢工，18789675726。

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9日

顶压前行，实体经济暖意提升
——2019年中国制造业形势观察

放眼明年，实体经济前景如
何？能否在不确定性增加的环境
中保持好业绩？对此，大部分企业
都表示，关键是增强信心，善于把
外部压力转化为转型发展的强大
动力，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产品和
服务。

“最近几年制造业面临不小
压力，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
要一点是一些企业适应不了外
部市场的变化，消费者对产品多
样性、个性化的需求给制造企业
带来挑战。”中国工程院院士谭
建荣认为。

位于辽宁营口的奥雪食品有
限公司，就顺应了消费新趋势，以
一款咸蛋黄口味的新品雪糕迅速
在抖音、小红书、微博走红。

“雪糕甜咸搭配是颠覆式的。”
奥雪公司董事长王克志表示，现在
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购买一根解
渴的产品，而是希望能有吸引到他
们的亮点。产品研发必须更多考

虑话题性、社交性，这样就能自带
流量。

记者也注意到，当前，一些企业
仍面临融资难、综合成本高、转型难
度大等困扰。有的企业受外部环境
影响，正在寻找新市场。但减税降
费、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及产业发
展新趋势，增强了企业开拓发展的
信心。

“无论是创新环境还是创新激
励都让我们振奋，今年公司收入预
计增长约20%，目前26项自主研
发的新产品完成注册检验，将在
2020年实现转产。”兰州西脉记忆
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苏金霞说。

多家企业坦言，未来经济环
境虽然复杂，但任何时候都会有
好行业、好企业。更何况，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坚持
创新、打造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产
品，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2019行至年尾，企业“日子”过得怎么样？展望明年，实体经济前景如何？
近日，记者赴北京、河北、辽宁、甘肃等地调研，听到企业成本、融资等方面的烦

恼，更感受到了压力之下，企业主动识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的发展态势。

走进奥润顺达窗业集团的创新
园，室外残雪未消，室内温暖如春。

不用空调和暖气，仅靠一扇扇
节能窗和一台耗电极低的环境一
体机，屋里就能保持舒适的温度和
湿度。

“消费升级以及房地产进入调整
期，使得开发商和消费者都更加注重
建筑品质，更加青睐我们的节能窗。
预计集团今年销售额较去年将增长十
几亿元，达到60亿元左右，明年业绩还
会稳步提升。”集团项目总监林少中说。

这个冬季，实体经济的暖意在
提升。许多厂商反映，需求基本面
转强，海外需求也出现改善，订单增

长带动企业扩大生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

企业的状况。11 月份，大中小型
企业景气普遍回升，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指数（PMI）50.2%，时隔 6
个月重归景气区间，并创下年内第
二高纪录。

华为首款5G折叠手机、即将用
于高铁的智能调光百叶窗、红旗轿
车HS5的透明A柱……走进京东方
科技集团的展厅，一块屏的“72变”
令人惊叹。

和许多实体企业一样，京东方
也受到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影响。前
三季度，京东方营收同比增长

23.4%，但由于下游彩电行业低迷，
利润出现同比下滑。

“虽然显示行业面临全新挑战，
但物联网时代巨量信息数据互动的
迫切需求，将创造巨大的市场增长
空间。”集团董事长陈炎顺说，今年
京东方12个物联网创新应用板块
同比增长超100%。四季度企业业
绩已经稳定，明年上半年会有明显
改善。

“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仍然
会在四季度继续显现。四季度工业
经济运行一定会好于三季度。”工业
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
利斌认为。

记者在采访中深刻感受到，尽
管环境复杂多变、各种不确定性增
加，但2019年以来，实体企业加大
研发创新，通过紧抓新消费带来新
机遇，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住了中
国工业基本盘。

在室内操作，千里之外的挖掘
机就会迅速开展作业。5G回传的
高清画面中，尘土飞扬、矿石翻滚、
机械臂挥舞，让人感觉简直是在现
场驾驭。

这是三一重工推出的全球首台
5G遥控挖掘机。

“国内旺盛的基础设施建设需
求，以及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

推进，带动工程机械热销。”总裁向
文波说，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创下
历史最好业绩，现在订单已经排到
了明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5.6%，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
造业始终保持“快跑”，增速远高
于全部规上企业，各种新产品层
出不穷。

从企业看，既有“大象跳舞”，也
有“狼群突围”，更有“蚂蚁雄兵”。

大型工业企业借助智能制
造 、移 动 互 联 网 等 ，实 现 柔 性
化、定制化生产和市场下沉；高

成长性的独角兽企业在新材料、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
域快速聚集；“草根”小微制造
业借助网络直播等打开销售新
空间……

“亲们，这款儿童袜纯棉透气，
喜欢的就下单哦！”吉林辽源东北袜
业园，袜子老板于海航直播不到10
分钟，订单直线上升。

在这个年产32亿双袜子的园
区，直播已然成了从业“标配”，并推
动园区年产值快跑。

这一年，制造企业顺应趋势、转
换思路、调整方向，实体经济预期更
稳、定力更足、动能更强。

顶压前行，“雪里已知春信至”

既有“大象跳舞”，也有“蚂蚁雄兵”

坚定“信心锚”，转压力为动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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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发

我国前11个月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2.4%

据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记者刘红霞）海
关总署8日发布数据，今年前11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2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民营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28.5万亿元的大盘子中，出口15.55万亿元，
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贸易顺差2.6万亿元，扩大34.9%。

11月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86万亿元，增
长1.8%。其中，出口1.57万亿元，增长1.3%；进
口1.29万亿元，增长2.5%；贸易顺差2742.1亿元，
收窄4.1%。

数据显示，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2.12
万亿元，增长10.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2.5%，
比去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
外贸主体。其中，出口8万亿元，增长12.4%，占
出口总值的51.4%；进口4.12万亿元，增长6.5%，
占进口总值的31.8%。

从贸易伙伴看，前11个月，中欧贸易总值4.4
万亿元，增长7.7%，占外贸总值的15.4%；我国与
东盟贸易总值为3.98万亿元，增长12.7%，占外贸
总值的14%；中美贸易总值为3.4万亿元，下降
11.1%，占外贸总值的11.9%；中日贸易总值为
1.97万亿元，下降0.5%，占外贸总值的6.9%。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
8.35万亿元，增长9.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7.5个百
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9.3%，比重提升2个百分点。

我国高速磁悬浮列车研究
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新华社杭州12月8日电（记者魏一骏 许
舜达）记者从正在此间举行的第二届浙江国际智
慧交通产业博览会·未来交通大会上获悉，我国高
速磁悬浮列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具备了启
动高速试验线建设和后续产业落地的基础。

在位于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会场外，记者看到
展示有设计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悬浮列车实车，从
外观上看，其车头比现有运行的高铁列车更修长，车
厢内部整洁明亮，座位数可根据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据了解，中车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车研制
项目于2016年7月启动，由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组织，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具体实施，联合30余
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共同攻关。经过3年
左右的技术攻关，课题团队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
列关键核心技术，车辆、牵引、运控通信等核心子
系统研发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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