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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5
月 31 日，在沈阳市法库县大孤家子
镇，总投资 1380 万元的黑土区侵蚀
沟综合治理工程正在紧张地建设
中。“小沟越冲越深，原来能用大型机
械作业的地，因为这些沟沟，大型机
械根本过不去。”当地村民说，“这回
改造完就好了，地能增产，咱农民也
能增收。”记者了解到，包括该工程在
内，今年，沈阳市在法库、康平等6个
县区实施小流域及黑土区侵蚀沟综
合治理工程，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
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熊猫”保护
好、利用好。

据介绍，侵蚀沟是东北黑土区水
土流失问题的集中表现，会造成坡耕
地黑土层逐年变薄、土壤有机质流
失，而且蚕食耕地，致使耕地支离破
碎，大型农机无法作业，降低了农业
生产效率，制约着农业现代化发展。

针对法库县侵蚀沟数量多、发展
快的情况，沈阳市今年在法库县实施
黑土区侵蚀沟综合治理工程。工程
涉及大孤家子镇敖牛堡、大岭子等 6
个村，将治理黑土区侵蚀沟14条，总
长度为 21 公里，将布设沟头防护 2
座，新建谷坊12座，治理水土流失面
积11平方公里。据沈阳市水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的实施，将有
效控制沟道发展、阻挡水土流失、阻
止溯源冲刷，促进蓄水保土，提高防
洪减灾能力。

据了解，沈阳市今年计划投资
8600 余万元，以小流域为单元，在 6
个县区实施小流域及黑土区侵蚀沟
综合治理工程，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56平方公里，治理侵蚀沟 55条。目
前，各项工程已陆续开工建设，建成
后，将对保护黑土区耕地资源、保障
粮食安全、促进增产增收、提升生态
环境、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发挥重
要作用。

同时，聚焦全市农业生产布局，沈
阳市规划实施估算总投资7.3亿元的
浑南、毓宝台、浑北、浑蒲4座大中型灌
区节水改造工程。其中，今年计划实
施浑南灌区和毓宝台灌区节水改造工
程；按照轻重缓急、时序节点，2023年
至 2025年重点实施浑蒲大型灌区和
浑北中型灌区节水改造工程，加快灌
区骨干工程建设，以更好地满足农业
旱涝保收、优质高效的需求。与灌区
节水改造同步，协同推进灌区信息化
建设，建立健全良性运行管理体制机
制，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夯实粮
食安全基础提供水利支撑。

沈阳启动保护黑土地综合治理工程
涉及6个县区，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56平方公里 本报讯 记者崔治报道 今

年，锦州市加快创新资源向助力
乡村振兴的主战场集聚，加强农
业科技成果转化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大力开展科技特派活动服
务“三农”。截至目前，共有 11 项
农业科技项目列入国家、省、市科
技计划。

锦州市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成果
转化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中，
列入科技部“科技助力经济 2020”重
点专项的由益多乐乳业承担的“规

模化奶牛养殖主要疫病防控关键技
术研究与创新集成示范”项目进展
良好，目前项目进入验收结题阶段；
今年下达的由凌海达莲承担的“海
参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
化”项目获 2021 年省促进海洋经济
发展项目立项，争取省海洋经济发
展专项资金 800 万元，该项目的获
批将对当地海参养殖和加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这些项目
的实施，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注入
了新的动力。

锦州11项农业科技项目
服务“三农”

本报讯 见习记者田甜报道
“新增授信额度 700 万元，有了这笔
资金，将极大地缓解企业的生产压
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阜新银行真
是雪中送炭啊！”阜新九丰液压有限
公司负责人感激地说。

九丰公司的上游供应商主要位
于吉林、天津等地，下游客户主要位
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今年开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下游供应商
都出现物流不畅等情况，部分产品无
法按时交付，销售款无法及时回笼，

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生产运营即将停
摆，情况十分紧急。接到紧急求助电
话后，阜新银行立即安排工作人员深
入企业调研，最终为企业新增700万
元授信，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年初以来，阜新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中国人民银行阜新市中心支行等
部门和机构专门设立“服务管家”，全
面落实助企纾困政策，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打出一系列政策、服务“组合
拳”。阜新市工信局会同相关部门，
围绕引导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升数

字化水平、推动创新发展、加大稳企
纾困力度、鼓励企业做优做强5个方
面制定了 21 条支持措施，并深入企
业送政策、送服务，切实为企业排忧
解难，护航企业发展。同时，积极对
接中国银行、中国邮储银行等金融机
构，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各金融机构推出的一系列有温
度、有力度的金融支持政策，为企业平
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人民银
行阜新市中心支行印发“三稳三进”信
贷稳增长工作行动方案以及“稳信贷、

促增长”22条意见措施，围绕加强信贷
政策指导、货币政策工具运用、推进银
企对接、优化信贷结构、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等采取一系列措施，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质效持续提升。

今年前4个月，在各金融机构的
共同努力下，阜新市各项贷款余额达
1041.39 亿元，比年初增加 20.17 亿
元，增量是去年全年的2倍。在“金融
活水”的滋润下，车间里生产设备高
速运转，项目工地建设热火朝天，奋
起直追抓生产的火热气息扑面而来。

阜新设“服务管家”为企业纾困解难

距离端午节还有十多天的时候，
辽宁鑫金家禽养殖有限公司的销售
负责人张益横就不敢接订货电话了。

尽管今年3月，在辽阳首山经济
开发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园内，这
家企业新建的现代化厂房正式投产，
公司日生产能力达200万枚，具有全
国鸭蛋产业最大的生产规模，但面对
端午节旺盛的市场需求，公司生产能
力仍显不足。面对一些熟客，张益横
只能无奈推掉一些订单。

在新建的蛋制品生产车间，一枚

枚印有鑫金公司“嘎嘎叫”品牌字样
的咸鸭蛋从生产线上列队而出，拣
蛋、装箱、打包、装车……每天，这样
的场景要持续十多个小时，两条世界
上最先进的生产线每天都将产能扩
大到极致。

鑫金公司的咸鸭蛋来自公司自
有的养殖场，鸭子是自己培养的金
腚麻鸭，产蛋率高，蛋品优质。已经
拥有全国最大的生产规模，但鑫金
公司的雄心却远不止于此。公司负
责人表示，鑫金公司已经与天津科

技大学、沈阳农业大学、中国畜牧科
学院等科研院校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有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鑫金
公司正在由一个传统的“养殖+加
工”企业，转型升级为全产业链发展
的大型鸭业企业，成为国内鸭业全
产业链的龙头企业之一。

在新建蛋品加工车间的一旁，鑫
金公司畜禽饲料深加工项目正在紧
张施工，目前已完成办公楼主体建
设，其余工程也已经开始动工。同
时，200 万羽鸭养殖现代化养殖小

区、年屠宰 1000 万只鸭的家禽屠宰
深加工项目、年处理粪便 30 万吨的
有机肥禽类粪便与废物处理项目也
正在辽阳县选址。

首山经济开发区综合办主任徐
景海非常看好鑫金公司对当地鸭业
产业的拉动，他说：“有了鑫金公司这
样的龙头企业，不仅可以带动农户发
展养鸭产业，还可以应运而生一系列
鸭货熟食加工企业及相应的商贸销
售企业，从而使鸭业产业成为辽阳县
的农业深加工代表性产业。”

“孵”出一条鸭业全产业链
本报记者 许 刚

5 月 27 日，从空中俯瞰沈
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的万
亩稻田，只见道路、田野、村庄
及周边的湿地构成一幅和谐美
丽的生态画面。

据了解，目前，我省水稻插
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基本
完成机械化插秧，仅有极少的地
块需要进行人工补秧，今年的水
稻插秧作业即将全部完成。

本报记者 赵敬东 摄

万亩稻田
披绿装

走基层 在一线 ZAIYIXIAN

本报讯 记者王晓波报道 5
月末，在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大
房村的花生种植示范田里，花生双
沟覆膜播种机等大型机械往来穿
梭，一次性完成开沟、施肥、滴灌带、
覆膜、压土、播种等作业，大大提高
了播种效率。

自5月中旬以来，几场降雨为花
生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昌图县
45.58万亩土地上掀起了花生播种的
高潮。目前，花生播种已接近尾声。

昌图县的花生种植主要集中在
西北部，种植品种有“308”“花育 22
号”“昌花 1 号”等。全县优质花生
播种面积达 2.8万亩，每年优质花生

出口量为 5 万吨，占全国出口总量
的 12.6%。花生产业从花生筛选、粗
加工到运输，已形成规模。小小花
生，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近年来，昌图县委、县政府将花
生产业发展纳入全县百项攻坚项目，
成立工作专班，推进花生产业发展。
2015 年，昌图县成功引进省绿丰花
生玉米研究所落户古榆树镇，建立了
良种繁育基地，选育出最适宜昌图县
栽培的花生新品种。昌图县还于
2021 年成立花生产业协会，重点培
育优质花生品牌，打造全国小粒优质
花生种植、销售基地。

铁岭昌图县
45.58万亩花生播种接近尾声

本报讯 记者吕丽报道 5 月
28 日，首届东北企业法治论坛在大
连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为
东北地区企业搭建起法律事务交流
的平台，旨在推动提升东北地区企业
的法律事务管理水平，提高其感知风
险的预判能力、化解风险的处理能力
及协调解决争议的能力。

首届论坛由大连国际仲裁院
（大连仲裁委员会）联合辽宁省、吉
林省、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法律顾问
协会，黑龙江国有企业法律顾问协
会及知名企业共同举办。围绕“东

北振兴与企业法治”主题，论坛嘉宾
就东北全面振兴，如何运用法律手
段为企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保驾
护航，助推东北企业在振兴发展中
跑出“加速度”等议题作主旨发言，
并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论坛同时
发布了《东北企业商事纠纷情况分
析报告》等成果。

作为首届论坛的主办单位，大连
国际仲裁院（大连仲裁委员会）率先
在东北区域完成体制改革。2021年
受案标的额超过100亿元，位列全国
仲裁机构前十、东北地区第一。

首届东北企业法治论坛
在大连举办

初夏时节，天刚放亮，张所军就
来到自家果园查看果树长势、修剪枝
叶、松土除草。

家住沈阳市康平县方家屯镇东
小房身村的张所军老两口已经60多
岁了，苹果树的收入是他们的主要经
济来源。由于年龄较大，他俩在果树
管理和销售上有些力不从心。然而，
往年果园里的“难心事”却变成了今
年致富路上的“舒心事”。

这得益于近期张所军家 3 亩地
的 300 株苹果树被一家企业在网上
认养了，苹果还没成熟，他家就收入
1.2万元。“以前，我又要忙着照顾果
树又要忙销售。现在好了，种植技术
有合作社指导，销路也解决了，这下
我心里就‘托底’了，苹果再也不愁卖
了。”张所军说。

走入张所军家的果园，只见苹
果树上挂着写有个人或企业名称的
认养牌，专职的客服人员正在安装
视频监控设备，实时拍摄认养果树
的生长情况。认养一棵果树，就拥
有了果树的挂牌权、采摘权，既奉献

了爱心，又帮扶了困难家庭，这是方
家屯镇开启“方家全域旅游和果树
智慧种植+果树认养”融合乡村振
兴的新模式。

“打开微信‘幸福方家’小程序，可
直接认养付款，1株苹果树1年可收获
60斤优质苹果，还能体验果树施肥、剪
枝、采摘等农事活动，日常可通过手机
查看认养果树从开花到结果的24小
时直播。”客服工作人员边操作手机边
讲解。除了苹果，还有小米、红毛红薯
等14个套餐可供选择。

今年以来，方家屯镇把“党建引
领、电商发力、助力农民增收”作为基
层党建的抓手，围绕苹果、地瓜、小米
三大主导产业，制定了电商助力的发
展方向，其中果树认养是发展电商平
台、打造电商示范镇的第一步，通过

“互联网+农业+商业+旅游”模式，将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农民增收和
产业发展。

微风拂面，枝头正俏。张所军憧
憬着今秋丰收时节，“致富果”将挂满
枝头，采摘者络绎不绝。

推出“认养果”拓宽致富路
本报见习记者 刘 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拥有的朝阳市重

型机械制造厂、朝阳重机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单户或组
包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或分期支付转让价款且资金来源合

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宽限补偿金、欠息余额，基准
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宽限补偿金、欠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
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
转让。

2.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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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
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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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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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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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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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置方式
处置方式为公开转让或债务重组等其他方式。拟转让资产为债权资产，而并

非转让债权对应的实物资产。债权对应的抵押权的实现，由买受人自行负责，资产
交割以现状为准。

公告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以上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474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邹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47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6月1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朝阳市重型机
械制造厂、朝
阳重机集团有
限公司

朝阳市重型机
械制造厂

朝阳希望合金
铸业有限公司

朝阳市重型机
械制造厂

本金（元）

102,850,000.00

81,000,000.00

4,772,849.07

22,390,316.00

宽限补偿金
及欠息（元）

124,980,915.49

29,706,031.61

2,735,464.64

7,976,826.18

债权合计（元）

227,830,915.49

110,706,031.61

7,508,313.71

30,367,142.18

担保措施

抵押物：位于朝阳市龙城区朝阳工业新区电厂路西南侧
20.15万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权
质押物：朝阳重机集团4800万元股权
保证人：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杨明、杨光、杨彪、
杨德丰、朱文彦

抵押物：朝阳市西部产业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朝阳市龙城区文化路五段99E号29C、30C、34C、35C四
处合计面积28,063.24平方米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合计
面积15,431.03平方米；
朝阳市重型机械制造厂名下4,881台/套/米设备；
保证人：朝阳重机集团有限公司、朝阳市顺达投资有限公
司、杨明及配偶王淑杰、杨彪及配偶丛培娟、杨光及配偶
王淑杰、杨德丰及配偶王俊、朱文彦及配偶杨青

保证人：朝阳市重型机械制造厂、刘建锋、白雪冰

抵押物：朝阳市重型机械制造厂名下位于朝阳市他拉皋
镇二其营子村的6579.03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权；位于北
票市兴业街的919.29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及地上岳林、李
海燕夫妇共有的5020.26平方米非住宅用房。
保证人：杨明、杨光、杨彪、杨德丰、朱文彦

所在地

辽宁
朝阳

利息计算
截止日

2022年4月30日

币种:人民币二、债权资产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