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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
分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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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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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
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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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和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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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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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6日。

联系人：刘女士、王先生 联系电话：0411-82566590、82566532
电子邮件：liuying-dl@coamc.com.cn、wangwenya@coamc.com.cn
通信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金城街25号 邮编：1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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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411－82566520（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0411-82733752（财政部大连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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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
司”）拟对所持有的资产包（编号：COAMC-2021-DLSD）进行处置，特发
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包含4户4笔债权，涉及本金金额为174596.41万元，涉及利
息244886.08万元（截至2021年11月30日，实际利息金额以法院最终判决
为准），债权及资产均分布在辽宁省大连市。

其中，4户债权具体分布见下表：

资产名称

赛德隆国际
电器（中国）
有限公司

大连和盛新
塑建材有限
公司

大连联合美
邦化工贸易
有限公司

大连美邦化
工供销有限
公司

合计

资产
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资产所
在地

大连市
长兴岛

大连市
沙河口
区

大连市
西岗区

大连市
甘井子
区

金额
（万元）

41,796.41

35,000.00

49,800.00

48,000.00

174,596.41

利息
（万元）

39,619.65

51,567.08

78,264.09

75,435.26

244,886.08

行业

制造业

建筑业

化工业

化工业

担保
情况

保证、质押
（富 德 生 命 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 司 318,295,606
股股权）、大连富
德投资有限公司
反担保（大连银行
1亿股股权）

当前
状况

存续
经营

存续
经营

存续
经营

存续
经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包（COAMC-2021-DLSD）
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1.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称“东方”）与沈
阳祥顺工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23MA0UWNDR58）签署的

《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辽-2021-A-02-001），东方已将所享有
的辽宁飞盛包装印业有限公司债权项下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沈阳祥顺
工贸有限公司。

2.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称“东方”）与赵
虎（身份证：211422********3510）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
辽-2021-A-06-001），东方已将所享有的建昌县中农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建昌
县五环农资有限责任公司及辽宁嘉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债权项下全部权益依
法转让给受让方赵虎。

现公告通知、要求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债务责任人，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分别向各债权受让方履行相应债权项下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判决及裁定
项下全部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相关债务责任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并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7日

遗失声明
▲沈阳市于洪区造化街道大转湾社区居民委员会崔忠元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齐子业义务兵证（兵字第 20170057169 号）遗失，声明作废。

▲齐子业军校学员证（910432019030018）遗失，声明作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
从盘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的盘锦恒润达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 20055.06万元。其
中：本金18400.00万元，截至基准日2021年6月20日利息
1655.06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

债权资产：保证人分别为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盘锦鑫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欲了解保证人详细信息请
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协议转让或其他处置
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
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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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
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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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债务企业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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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为2021年12月7日，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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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传真：024-31880234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盘锦恒润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转让方）与沈阳鑫港旅游客运有限公司（受让方）于2021
年11月30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沈阳重
型华扬机械有限公司债权本金 671362.30 元及利息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且除转让前已执行回现和抵债之外的诉
讼执行权利一并转让。现通知债务人沈阳重型华扬机械
有限公司及担保人辽宁沈重华扬冶矿机械有限公司从债
权转让之日起向现债权人履行偿债义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7日

币种：人民币

穿越历史长河，中华民族始终生
生不息，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
拼搏。无数奋斗者中，一大批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世界水准的企
业家，胸怀家国，担当作为，在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中书写下企业家精神的
华彩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千方百计
把市场主体保护好，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发挥更
大作用实现更大发展，为经济发展积
蓄基本力量。”

精神照亮前路，梦想铸就辉煌。
与时俱进的企业家精神正激励广大企
业家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奋力谱写新
时代发展新篇章。

心中有家国
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

日纪念碑巍然屹立，无声诉说着80多
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

抗战全面爆发后，著名华侨领袖
陈嘉庚不仅捐献巨款，而且在他的号
召下，3000 多名华侨机工毅然回国，
奔赴滇缅公路，运送抗战物资，1000
多名华侨机工牺牲在这条公路上。

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这
是优秀企业家对国家、对民族的崇高
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他们在国家危
难之际、人民需要之时，挺身而出，奉
献自我，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时间来到 2020 年，病毒突袭而
至，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各行各业扛起责任，
国企、民企并肩而行，奋战在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一线。

中国建筑在10天、12天内分别完
成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任务；卓尔
控股联合专业机构火速建立多家应急
医院；中远海运、中粮集团、顺丰、京东
等企业昼夜不息，全力打好后勤保障

战；石油石化、电网电力等国企疫情期
间不停工，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民企
以“点”带“链”有序复工复产……

企业家精神，在大考中淬炼；家国
情怀，在磨砺中升华。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华
民族迎来又一个历史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
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这场伟大的反贫困斗争中，有
着坚定信念的企业冲锋在前，勇于
担当。

——各尽所能。中央企业结对帮
扶240多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民营企业“万企帮万村”，合力将人、
财、物等资源向最需要的地方汇集。

——各展所长。通过产业扶贫、
健康扶贫、文化扶贫等，带动贫困户
脱贫增收，强健身心；创新金融保险
产品等，为帮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保
驾护航……

从全面抗战到全力抗疫，再到脱
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
奔腾向前，企业家精神历久弥新，持续
迸发出强大力量。

敢为天下先
1982年的一天，浙江萧山召开千

人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台上说“乡镇
企业可以实行承包制”，台下有人立刻
站起来大声说：“我要承包！”他是 37
岁的鲁冠球。

1983年，鲁冠球向乡里承包了万
向节厂，这是万向集团的前身。如今，
万向集团已发展成年营收超千亿元的
企业，转型步伐不断加快，深入布局新
能源产业。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企业家敢想敢闯、
敢为天下先，大力弘扬创新精神，为我
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贡献了

重要力量。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习

近平总书记曾勉励企业“要有志气和
骨气加快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实力”。

在一粒米上铣出56个汉字，在一
根头发丝上铣出7个字母……中钨高
新金洲公司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成功
研制直径0.01毫米的极小径铣刀，将
极大助力电子信息、医疗等领域提质
升级。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拼出一片天
地——这是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
生动缩影，更是其助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真实写照。

回首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重工业
几乎为零，轻工业只是少量的纺织业，
人们日常用的是“洋火”“洋油”“洋钉”。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国就建立起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
济体系。在迈入新时代的今天，我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创新释放活力，创新赢得发展。
一个个数字印证着中国企业的勃勃生
机，彰显创新主体地位。

从7.6万家到27.5万家！——“十
三五”期间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
幅跃升；

突破1.3万亿元！——2021中国
企业 500 强研发投入规模节节攀升，
研发强度创历史新高；

创新指数排名连续 9 年稳步上
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报
告显示，中国排名由2013年的第35位
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千千万万企业创新源泉涌流不
停，创造活力竞相迸发，汇聚成推动经
济发展的澎湃动能。

奋勇争一流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1年，这块巨型标语牌矗立在深圳
蛇口工业区最显眼的地方。这十二个
字，有着鲜明时代印记，是企业家精神
在经济特区这方热土的生动呈现。

新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
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新中国第
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历经改
革开放洗礼，如今两家企业都已经成
长为世界 500 强企业，蛇口因此被
称为“单位面积培育知名企业最多
的地方”。

岁月在变，传承不变。一代代有
胆识、勇创新的创业者奋勇前行、争创
一流。

污水能供暖？听上去有些不可思
议。然而这项技术在我国许多地区已
得到应用和推广。

作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哈
尔滨工大金涛科技公司多年来深耕清
洁能源领域，从城市排污截留干渠内
的污水里提取热能，把“温暖”送到居
民家，目前为数十个城市提供取暖服
务。相比使用煤炭，每年减少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超过 470
万吨。

规模小，能量大。4762家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身怀绝技，越
来越多的企业成为“单项冠军”“独角
兽”，俨然一道靓丽的风景。有国外机
构统计，2020 年全球 500 多家“独角
兽”企业中，我国大陆有 112 家，数量
位居第二。

企业不分大小，要做就做最好。
一份《财富》世界 500 强榜单，见证中
国企业的成长速度和雄心壮志——

20年前，进入榜单的中国企业只
有10余家，此后这一数字逐年攀升；

2年前，中国企业以129家的数量
首次登顶榜单；

2021 年，入围中国企业增加至
143家，继续领跑。

这是一道漂亮的上扬曲线。自
1995年这份榜单开始发布以来，还没
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如
中国一样，以如此快的速度扩大其在
榜单上的席位。

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峰。新征
程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相信，在
企业家精神激励下，亿万市场主体必
将凝聚起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共识和磅
礴力量，共创新时代的新辉煌。

记者 谭谟晓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胸怀家国 担当作为
——企业家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他们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领路人；他们用
爱相伴，点亮青年理想之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
日联合发布2021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先进事迹，展
现了当代高校辅导员的精神风貌和担当作为。

从学生心目中的“小马姐”“马姐姐”到“马大姐”
“军妈妈”，26年来，南华大学的马军始终耕耘在辅导
员一线。她聚焦“大学生成长辅导和心理健康”主
题，搭建服务、交流、学习、研究等平台，通过“家访”

“串门”“聊天”“写信”成为学生“知心姐姐”，用爱连
接辅导员的育人梦和学生的成才梦。

充满生机活力的课堂既在菁菁校园，也在广袤乡
村。来自河北北方学院的刘岩带领学生组建小分队，连
续多年深入村镇开展科技支农、支教、社会调查等，引
导学生们学农爱农，将专业知识和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
实践，成长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林人才。

“我带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是辽宁大学
刘巍坚守的信念。多年来，他坚持每年寒暑假期赴全
国各地开展家访活动，行程十余万公里。为挽救欲轻
生的学生，他来到边境乡村，实地了解情况，研究解决
方案；学生上网成瘾，一度产生辍学念头，他夹起铺盖
卷，搬进学生寝室，同吃同住同学习，帮学生戒掉网瘾。

为破解讲理论“欠底气”、真情互动“少方法”、谈
心谈话“没时间”、信息通知“难到位”等问题，哈尔滨
师范大学刘国权悉心探索，提出“温度育人法”。他
坚持“小故事”讲“大道理”，以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事
件、影视作品等为切入点，由小见大，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

从2016年起，南京理工大学的张海玉就坚持每个
工作日撰写一篇辅导员网络“微主题”工作日志，涵盖
时政热点、学生成长多个维度。为了跟学生更密切交
流，她开设“心理解忧杂货铺”，全部来信均亲笔回
复。有学生感慨道：“很多事情不能和同学说、和家长
说，却能和她说，很感谢她给了我很多受用的建议。”

提升思政课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就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
课堂结合起来，用身边鲜活的事例感召青年学子。郑州大学胡波善用关
键节点，挖掘育人元素，站稳“主阵地”。2021年7月，罕见的特大暴雨突
袭郑州。她抓住育人契机，精心选取素材案例，为同学们讲述“抗洪救灾”
这堂大思政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浙江大学项淑芳成立浙
江大学“马兰工作室”，探索形成“三全育人”新范式。她探索“沉浸式党
课”新模式，引导学生用眼看、用手触、用心悟，从一块纪念章、一张课桌中
学习历史、感悟精神，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薪火相传。

山东大学薛冰积极探索带教医生担任本科生临床导师的“临床思政”
新模式，在病例研讨、文献共读、手术观摩中潜移默化开展思政教育。她
坚持每周到学生所在的教学医院分别走一遍、和每名学生见一面，每年在
学校和教学医院之间往返近万里，用心灵陪伴心灵、用灵魂感染灵魂、用
青春点燃青春。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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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农民在整理收获的玉米（9 月 22 日
摄）。国家统计局12月6日发布数据，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657亿
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增长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
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发

今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上接第六版）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要培养好“三支队伍”。要培养一
支精通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熟悉宗教工
作、善于做信教群众工作的党政干部队
伍，让他们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宗教
观、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宗
教知识，不断提升导的能力。要培养一
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
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

人士队伍，发挥好他们在引导信教群
众、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
的积极作用。要培养一支思想政治坚
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学风优良、
善于创新的宗教学研究队伍，加强马克
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
适应，要提高宗教界自我管理水平。
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

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加强宗教
团体自身建设，完善领导班子成员的
民主监督制度。

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
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
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全
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全面

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
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断开创党的
宗教工作新局面，更好组织和引导信
教群众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我
们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
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