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服务“三农”初心

农行辽宁省分行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县域“提份额、增贡献、强基础”
专项活动为契机，制订金融服务国家粮食安
全、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行动方案，组建
省市县三级联合营销服务团队，联合省农业
农村厅、发改委、商务厅、科技厅、文旅厅等
有关部门共建项目库，共同推动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产业化联合体、乡村旅游重点村等
重点领域信贷投放，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不断加快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步伐，为
全省乡村振兴战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金融新动能。截至 10 月末，累计投放县域
贷款 257 亿元，县域贷款增量占全行贷款增
量的 82%。在金融同业方面，该行县域贷款
增量连续3个季度保持首位。

集中资源支持15个重点县

农行辽宁省分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执行“四个不摘”，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在5年过渡期内，保持
信贷规模、财务费用等主要帮扶政策连续
性。该行集中金融资源支持15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和已脱贫享受政策人口，倾斜信贷
规模、信贷政策、信贷审批、经济资本配置、财
务费用、人员配置等政策资源，深入对接脱贫
地区产业发展规划，持续强化对特色产业、基
础设施补短板项目、旅游产业、资源富集产业
的信贷支持，坚持“产业带动、银行让利、贫困
户受益”的产业扶贫模式，从重点支持建档立
卡贫困户向支持农户巩固脱贫成果、融入现

代农业转变。截至10月末，该行在15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贷款增速达 13.62%，高出全
省农行贷款平均水平。

聚焦八个方面发展绿色金融

农行辽宁省分行深入贯彻绿色和高质量
发展理念，全面服务全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目标，将绿色信贷理念纳入全行政策体系中，

将环评达标作为贷款准入的必要条件，将环
境和社会风险评估情况作为客户评级、准入、
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对不符合国家环保、
能耗、技术、质量、安全等标准的客户，严格执
行“一票否决制”。该行以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地整治修复、生态
循环农业发展、农业高效节水灌溉、绿色资源
开发利用、县域工业绿色升级、县域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八大领域为重点，积极服务全省绿
色产业、绿色项目、绿色企业，助力全省经济

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今年以来，该行
向太阳能、风电、核电、污水处理等领域投放
贷款超 25 亿元，有力支持了一大批国家级清
洁能源项目，为推动全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工作目标作出贡献。

建立数据库拓展线上产品

“农行的‘惠农 e 贷’真是太方便了，帮了
我大忙，今年我家 9000 亩水稻收成全靠农行
的帮助。”盘锦市盘山县太平镇张家村种植大
户郭凯对农行的客户经理说。“惠农e贷”是农
业银行专门为广大农户设计的贷款产品，依
托互联网大数据，通过线上操作、批量作业、
自动审批，实现“千人千面、精准画像”，让农
户申请使用贷款更便捷、更高效、更有保障。
今年以来，该行累计投放“惠农 e 贷”近 60 亿
元，支持 2.9 万农户开展生产经营，贷款年增
速达45%。该行以“惠农e贷”为基础，创新研
发了“肉牛活体抵押贷款”“金穗农担创业宝”

“金穗农担速捷宝”等衍生产品，为越来越多
的农户致富奔小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信贷资
金支持。目前，农行辽宁省分行正在全省范
围内开展农户信息建档工作，建立农户管理
数据库，未来将实现从客户采集资料上传、白
名单生成，到授信、审查、审批，再到放款、还
款、贷后监测的全流程线上化作业。截至 10
月末，该行已为超过 24.4 万农户建立了信息
档案，通过信息建档可实现信用贷款支持，有
效破解普通农户融资担保难题。

推广“智慧金融”提升服务能力

2019 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提出了以推
动数字化转型再造一个农业银行的战略构

想。近三年来，农行辽宁省分行深入开展互
联网金融渠道建设工作，大力实施“数字乡村
工程”“掌银工程”等数字化转型十大工程，开
展“三农”和县域业务数字化转型重点场景营
销竞赛活动，不断提升“三农”数字金融服务
水平。该行针对县域农村金融特点大力推广
掌上银行乡村版，为农户提供更为简洁专属
优惠的惠农移动金融服务。对接全省数字乡
村规划，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村集体“三资”管
理平台，为县乡政府打造数字化管理工具，有
效提升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清核、支付
结算、投资理财，以及信息化管理水平。大力
拓展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场景，
在县域地区累计上线智慧金融服务场景 240
余个。该行在县域共有 380 个营业网点和
6676 个惠农通服务点，县域渠道覆盖率达
100%，目前正大力推进网点转型和惠农通升
级，以提升数字化金融服务能力。

围绕重点领域开启三方合作

今年 10 月，农行辽宁省分行与省农业农
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签署了三方战略合作协
议，就“十四五”期间在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村改革、智
慧农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根据协
议，该行将充分发挥农村金融骨干支柱作
用，围绕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农田水利建
设、现代种业、乡村产业、绿色金融、农村流
通、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加大金
融支持力度，倾斜政策资源，力争“十四五”
期间新增乡村振兴领域贷款 300 亿元以上，
助力全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助推农业农村
经济快速发展。

吴昕丽 邰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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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起步之年，作为全省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农行辽宁省分行积极融入
全省发展大局，立足实际情况，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把业务经营重心放在服务全省乡村振兴工作上，把服务乡村振兴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
要抓手，倾斜政策和资源，以实际行动践行国有大行责任与担当，助力全省乡村振兴工作迈上新台阶。

专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
——农行辽宁省分行发挥优势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农行营口大石桥支行客户经理走进蔬菜大棚开展信贷调查。（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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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周水子支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周水子支行（含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十四城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周水子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
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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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
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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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周水子支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
大连国丰机床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的补充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拥有对大连国丰机床有
限公司以及大连昌盛机床有限公司2户债权，分户债务人名称、截至债权基准日债权本金、利息、代
付费用金额、担保方式、担保人名称及抵押资产情况如下：

1.大连国丰机床有限公司，截至债权基准日 2021年 4月 19日，债权本金 2699.62万元，利息
1926.96万元，债权合计4626.58万元；债权担保人：张传仁、张国良；抵押物为大连国丰机床有限公
司所有的位于庄河市新华街道徐岭村的土地使用权（面积：14195.23平方米）及三套房产（面积合
计：11464.25平方米）。

2.大连昌盛机床有限公司，截至债权基准日 2021年 4月 12日，债权本金 1089.46万元，利息
655.87万元，债权合计1745.32万元；债权担保人：孙桂英、张传仁、张国良；抵押物为大连昌盛机床有
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庄河市新华街道徐岭村的土地使用权（面积：9569.77平方米）及三套房产（面积
合计：5423.16平方米）。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2户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并公开处置。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具有支付转让价款的支付能力以及明确的资金来源并可承

担购买不良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中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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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我分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在《辽宁日报》第10版，对上述内容予以公告，公告受理该资产包
处置有关异议、咨询及报价的有效期为自2021年11月23日起至2021年12月7日止。在该公告期
内，我分公司未收到有关异议、咨询及报价。现对上述内容予以补充公告，将受理该资产包处置有
关异议、咨询及报价的有效期延长至2021年12月15日。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曲先生、张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601585、8301298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11-83703826、83703891
我分公司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邮编：11601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债权明细清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周水子支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1年12月9日

借款人

大连三丰换热器有限
公司（贷款合同编号：
TXC- 2018- 1230-
0006）

合计

保证人

中国石油（瓦房店）赵屯加油站（二审判
决其不承担保证责任）、大连国立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王常在、刘丽凤、王常玲、刘
淑华、孙福吉、李守岩、盛桂英、唐丽荣

抵押物详情

该笔的抵押物为王常在名下
位于大连瓦房店市土地及地
上建筑物 22 幢厂房和 1 处个
人住宅

基准日2021年6月21日

原币种

人民币

贷款本金余额
（原币种）

14,529,725.79元

14,529,725.79元

贷款本金余额
（折人民币）

14,529,725.79元

14,529,725.79元

表外欠息
（折人民币）

2,932,883.86元

2,932,883.86元

垫付费用
（折人民币）

114,452.00元

114,452.00元

拍卖公告
辽宁非凡拍卖有限公司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21

年12月16日上午9时30分在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81号星海商城6号楼903室对雪龙黑牛股
份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包项目进行公开拍卖。截至2021年5月31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人
民币16077.22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10793.78万元。展示时间：2021年12月9日-12月13
日。展示地点：大连市西岗区五四路 81 号星海商城 6 号楼 903 室。联系方式：周先生
13204087999。委托方监督电话：024-22518953。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需提供企业工商
备案信息原件，竞买人应符合委托方要求，详见如下“注”公告内容。）方可办理竞买手续，于
2021年12月15日14时30分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人民币1500万元（支
票以到账为准附不低于3000万元银行存款证明有效期限7日）。注：竞买人不属于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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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
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
让拍卖标的的主体。因大连森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前次竞拍违约故本次拍卖不准予参拍。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抵押人：通辽恒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 证 人 ：郝 禄 森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302195408150338。
股 权 质 押 人 1：郝 禄 森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302195408150338。
股 权 质 押 人 2：刘 洁 身 份 证 号 码 ：

210303196109150021。
根据我行于 2021年 9月 24日与海城市晟镁耐

火材料有限公司签署的 2021-01 号《债权转让协
议》，我行将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内银通
分（委借）字［2011］第1号】）及其项下的从合同确认
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海城市晟镁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请以上各方向债权人海城市晟镁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履行偿还及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

2021年12月9日

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我中心受托对以下车辆公开转让，交易

保证金为1万元/台：
1. 辽 DF8575，别克，2012.3，转让底价：

16.2万元；
2. 辽 D80136，江铃全顺，2015.1，转让底

价：9.4万元；
请有意受让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到我

中心办理登记手续。
公告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1 年 12 月 9

日至2021年12月22日15时止。
详情请登录我中心网站。
网址：www.fsprec.net
联系人：葛先生 孙先生

024-57679621
抚顺市产权交易中心
2021年12月9日

遗失声明
▲车牌辽H18716营运证丢失作废。

▲刘佳俐将沈阳和鸿地产置业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不慎遗失，收据编号：0125637,收据金

额206455元（贰拾万陆仟肆佰伍拾伍元整），

声明作废。

▲刘佳俐将沈阳和鸿地产置业公司开具的购

房收据不慎遗失，收据编号：1724000,收据金

额1万元（壹万元整），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