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普及金融知识 守住‘钱袋子’”公益
活动全面启动。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增强社会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和掌
握，提升重点人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风险防范能力，守好“钱袋子”。

为了做好此次普及金融知识公益
活动，民生银行沈阳分行成立了以分
行领导为组长的专门活动领导小组，

制订印发了专项活动方案，各业务部
门联动，各经营网点全员参与，以实际
行动践行金融主体责任，助力百姓守
好“钱袋子”，共享美好生活。

本次活动中，民生银行沈阳分行
充分利用营业网点阵地优势，在厅
堂的“公众教育专区”，通过书籍、折
页、风险提示单、动画片、短视频等
多种形式，进行个人征信、银行卡安

全、存款保险、金融消费者权益、投
资理财、防范网络诈骗等各类金融
基础知识的普及；各网点还在厅堂
悬挂宣传条幅、张贴主题海报，通过
门楣电子屏、自助设备电子屏等连
续滚动播放宣传口号。同时，网点
人员还以“金融知识小课堂”“金融
知识沙龙”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向来
网点办理业务的客户宣传普及金融

知识，为客户答疑解惑。
另外，民生银行沈阳分行还积极

响应中国人民银行的号召，突出活动
特色，多措并举开展“非接触式”宣传，
将设计制作的微信长图、视频、动画等
喜闻乐见的宣传作品，通过报纸、网
媒、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投放，将社
会公众的受益面最大化。

唐晓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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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盛京银行召开工作
会议，推出 7个方面 21条具体举措，强
化金融服务保障，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扛起地方金融机构的“主力担当”。

会议要求，作为“市民的银行、城
市的银行”，盛京银行要充分发挥地方
金融主力军作用，将更多的信贷资源
优先投放到辽沈地区，积极融入“振兴
新突破、我要当先锋”专项行动，大力
支持小微企业、民生项目。要从信贷
投放、助企纾困、稳定外贸、促进消费、
风险防控、资源配置、强化保障 7 个方
面落实 21 条具体金融服务举措，为稳
增长、稳市场主体贡献力量。

一是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围绕辽

宁构建“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
和行业金融发展方向，聚焦“数字辽
宁、智造强省”建设、“三篇大文章”、服
务央地协作等重大项目以及普惠金
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等重点领域，
加大信贷储备和投放力度；打造“四资
一体”服务模式，积极推动创设PPP、科
创基金，引资入辽；组织银企对接活动，
利用域外分行客户资源，引企入辽。

二是全力助企纾困。对生产抗疫
产品的企业和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企
业，能延尽延快延，应贷尽贷早贷；通
过展期、续贷、降低还款金额、拉长还
款期限、提供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帮助
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充分运用再贷款、

转贷款等结构性货币工具，实施普惠
企业减费让利。

三是助力外贸保稳提质。打造
“TOWER+”交易银行品牌,助力核心
企业稳固产业链，服务上下游中小微
企业；落实“稳外贸”政策措施，拓展

“中信保”渠道合作，推进“辽贸贷”专
项业务，为中小微出口客户提供金融
支持。

四是促进消费回暖。加大对一
手、二手房按揭贷款投放力度，对受疫
情影响的存量按揭客户，提供最长6个
月的延迟还款政策；研发上线薪享卡、
辽宁城市主题信用卡；推出盛京养老
金融体系，打造颐养金融+生活、康养、

文化综合服务方案。
五是严格风险防控。提高平行作

业质量，确保授信企业主业明晰、贷款
用途合理、交易背景真实；加强授信后
管理，定期评估客户还款意愿、还款能
力和押品缓释能力。

六是灵活配置资源。强化全行信
贷规模供给；加大对普惠小微、零售信
贷支持力度；优化考核激励配套政策。

七是强化机制保障。对重点项
目、战略合作业务开辟绿色通道，优先
受理、优先审批；将“专业、协作、务实、
高效”的工作作风贯彻到经营发展、管
理改革的各环节全领域，确保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 盛 文

强化金融服务保障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盛京银行推出21条举措助力稳增长 本报讯 近日，农发行法库
县支行顺利获批贷款 7 亿元，已
实现投放 2.95 亿元，用于支持沈
阳市法库县农村饮用水特许经
营项目建设，助力改善县域供水
配套工程，为居民生活饮水安全
保驾护航。

水是生命之源，水质安全与
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据了解，此前法库县农村供水工
程均为2008年期间建设，经十余
年连续运行，存在供水管路老化、
管网跑、冒、滴、漏等问题，农村供
水系统提升改造刻不容缓。

为真正服务保障好这项事关
百姓健康安全的民生工程，尽快
让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优质水，
农发行法库县支行积极主动对接
政府主管领导及相关部门，第一
时间了解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全

程跟踪服务，制订专项融资方案，
确保在最短时间内启动办贷流
程。在工作推进中，省市县三级
行联合办公、高效协同，省分行多
次组织召开专题调度会，就办贷
各个环节给予精准指导，逐一解
决堵点难点问题。营业部主要负
责人协调指挥，营业部全辖两级
行组织精干力量专班保障办贷各
流程环节紧密衔接贯通，助推信
贷资金尽早实现审批投放。

该项目贷款的顺利发放切
实解了居民安全饮水的燃眉之
急，提升了农村地区供水保证
率、水质达标率，为进一步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条件
提供有力资金支持，为沈阳地区
稳经济、保民生，促进乡村振兴
发展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李俊喆 孙 峰

农发行法库县支行投放贷款
助农村居民喝上放心水优质水

本报讯 “企业在面临资金缺口窘
境的时候，收到了 139.6万元的存量留
抵退税，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近日，辽
阳市文圣华润燃气有限公司负责人于
德帅感慨道，“这份税惠红包真是我们
企业的福音，增加了企业现金流，保障
了企业运转、管线安全维护、气源采购
等费用，让我们更有底气与能力去承
担好保民生、稳生产的重任。”

今年以来，辽阳市文圣区税务局
认真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

给纳税人送来税惠红利，浸润了纳税
人的心田。

近来，天然气气源采购成本上涨，
燃气行业经营陷入困境。国家出台留
抵退税新政策，重点支持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制造业六大
行业。这一新的税惠政策刚出台，辽
阳市文圣区税务部门就第一时间告知
相关企业并耐心细致辅导。

为保证纳税人快速享受税惠红
利政策，助力企业减负纾困，文圣区

税务局坚持“一户不漏、一分不少、一
刻不拖”工作目标，成立专项工作组
和应急工作小组，制订工作方案，实
行专家座席制；严格明确任务清单、
完成时限、责任清单，采用“系统+人
工”双识别夯实企业底数；线上线下
联动认真宣传解读相关政策。线上
通过微信转发、“云端”视频等途径开
展“一对一”精准辅导，线下以第 31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和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为契机，开展包保帮扶、税法宣

传进商铺等活动，让纳税人缴费人知
“惠”、懂“惠”、享“惠”。

同时，辽阳市文圣区税务局还规
范整合政策推送—办税辅导—受理
—审核—核准—退还等全流程，强化
税务内部及与财政、银行等部门联动
互通，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努力建设
税收优惠落实“高速路”，让暖心的税
收服务深入人心，全力为企业发展蓄
力赋能。

祁兰兰 庞敬群

一户不漏 一分不少 一刻不拖

辽阳市文圣区税务局精准落实留抵退税政策

本报讯 近日，在大连金普新区七
顶山街道大莲泡村的樱桃大棚里，红
彤彤的大樱桃挂满树枝，一家果业集
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收购果农刚
采摘的大樱桃。该果业集团负责人
说：“今年的樱桃收购，我们特别有底
气，因为兴业银行向我们在线发放了
200万元贷款，这可帮了我们和樱桃果
农的大忙。”

3月中旬开始，大连棚产樱桃陆续
上市。但金普新区很多果农的樱桃产
品出现滞销，价格下滑。正当果农们

一筹莫展之际，金普新区农业农村局
会同樱桃协会和各相关街道，共同制
定和出台相关政策，帮助樱桃果农解
决卖果难问题。这一过程中，该果业
集团在兴业银行大连分行的金融支持
下，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帮助樱桃
果农纾困解难。

樱桃果品易腐坏变质，既要帮助
樱桃果农确保收入，保证樱桃的价格，
又要解决大量果品的运输问题，这给
企业的流动资金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在了解企业的资金

需求后雪中送炭，运用兴业银行线上
融资产品“快易贷”，审批发放200万元
信用贷款，为企业和樱桃果农解燃眉
之急。

有了资金支持，该果业集团马不
停蹄地在各村设立分拣点收购，当日
结算，让樱桃果农不再为樱桃的销路
担忧。每日原价收购的樱桃果品大
约三四万斤，为了保障果农利益，这
些樱桃都是按市场收购价格支付果
农货款。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解决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
融资难等问题，兴业银行为小微企
业客户量身打造纯信用、免抵押贷
款——“快易贷”。兴业银行系统可
以自动快速核定授信额度并发放线
上 贷 款 ，授 信 额 度 最 高 可 达 200 万
元，期限最长可达 1 年，而且是线上
申请、审批、签约、自助提款、还款，
贷款资金随借随还，循环使用，能够
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和涉农企业缺乏
抵押物这一难题。

王世扬

兴业银行大连分行“快易贷”为果农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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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金融消费者
教育和金融知识普及工作，近日，
农行本溪分行营业部开展“小小
银行家”儿童主题活动，推进青少
年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开阔青少
年金融知识视野，引导其树立正
确的消费观和金钱观。

他们组织员工对钱币的起
源、发展及人民币面额、材质进行
讲解，通过生动有趣、寓教于乐的
方式调动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积极
性，引导孩子们合理规划自己的
零用钱，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和

“金钱观”，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
惯，增强孩子们对基础金融知识
的了解。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
了银行的各个业务板块，认识和
体验各种智能机具，体验农业银
行的优质服务，为未来的财富人
生铺设第一块“基石”。

下一步，农行本溪分行营业
部将继续秉承“用心做服务，真诚
暖人心”的服务理念，为广大客户
提供贴心专业的服务，更好地满
足广大金融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
服务需求。 卜仁瑞

本报讯 为积极营造“人人、
事事、时时”都是营商环境良好
氛围，全面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水平，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
局以“千警进千企”为契机，组织
民警对辖区内的124家企业进行
了对接帮扶，开展“暖企行”活
动。主动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
防范指导、安全培训等服务，帮
助企业化解内部矛盾纠纷，提升
企业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近日，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
局组织该局内保大队、社区警务

管理大队、女儿河派出所和汤河
子派出所组成联合工作组，到新
苏绿色能源（锦州）有限公司，开
展了独具特色的“暖企行”活动，
不仅向企业宣讲安全生产、环境
保护等法律法规，还指导企业职
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现场
办理居住证和保安证，并协助企
业排查安全隐患，调解矛盾纠
纷，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活
动中，该局还征集企业对公安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企业职
工的认可。 沈 洋

农行本溪分行营业部
开展“小小银行家”儿童主题活动

抚顺市东洲区税务局
推出“税管家”服务

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
“暖企行”对接帮扶124家企业

本报讯 近日，在新的组合
式税费支持政策施行过程中，国
家税务总局抚顺市东洲区税务
局从提升政策落实速度和纳税
服务温度入手，助推中小微企业
健康成长。

该局不断拓宽“线上+线下”
服务内容，打造 7×24 小时在线

贴心“税管家”，设置中小微企业
纾困解难税收优惠申报专窗，确
保企业能及时享受到相关优惠
政策。同时，该局通过税收大数
据为企业精准“画像”，针对企业
特点量身定制优惠政策“大礼
包”，并提供政策辅导和把脉式
问题解答。 李萌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联合公告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买卖协议》（协
议编号：中信连资转2022-01号，日期为2022年4月28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及抵债资产，依法打包转让给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现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作为下列债权及抵债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2年2月21日的欠款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主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或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债务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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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
公告中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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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4.上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或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公司联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9号
联系人：申女士 电话：0411-82821868-1520 传真：0411-8281584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6层；大连市中山区解放街1号
联系人：赫经理 电话：024-22518919；0411-82654977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2年6月8日

1

2

3

4

5

大连金泽煤业
有限公司

大连金泽集团
有限公司

瓦房店杉杉商
贸有限公司

大连市甘井子
区富德商行

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金丰石
油经理部

72112042420071019
《人民币借款合同》、
72112042520071020

《人民币借款合同》

银字第72110061885
号《人民币借款合
同 》 、 银 字 第
72110061886 号《人
民币借款合同》、银
字第72110061887号

《人民币借款合同》

（2015）信金银贷字
第 000268 号《人 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

（2016）信东银贷字
第 003354 号《人 民
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

（2000）银 贷 字 第
209157《人民币借款
合同》

9,849,962.62

6,969,170.43

4,496,433.65

3,148,201.44

1,500,000.00

25,803,183.25

49,223,348.35

4,911,196.93

2,117,942.04

5,029,118.23

63,296.00

128,404.00

46,080.00

33,240.00

25,457.00

庄河市大酒店 72112042420071019-1 号《最高
额保证合同》、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公司敖劳
不拉煤矿 72112042420071019-2 号《最高额保
证 合 同》、内 蒙 古 金 泽 煤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72112042420071019-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杜春娟、刘永林 72112042420071019-4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

庄河市大酒店银保字第 72110101061887-1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内蒙古伊东煤炭有限公司
敖劳不拉煤矿银保字第 72110101061887-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内蒙古金泽煤业有限公司
银保字第 72110101061887-3 号《最高额保证
合同》、刘永伟银保字第 72110101061887-4号

《最 高 额 保 证 合 同》、刘 永 林 银 保 字 第
72110101061887-5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刘永
福银保字第 72110101061887-6 号《最高额保
证合同》

大连国投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2015）信金
银最保字第 000268-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许安余（2015）信金银最保字第 000268-2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嘉盈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2016）信东银最
保字第 003354-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刘述
义（2016）信东银最保字第003354-2《最高额保
证合同》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丰宾馆有限公司《无条
件不可撤销担保书》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抵债资产名称

授信合同/裁定名称
及编号 本金 利息 实现债权

费用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6

7

8

大连俊园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旅顺口区开发
区 顺 乐 街 39
号 7 层 1 号住
宅

旅顺口区斯大
林 路 北 二 巷
20 号 6 层 1 号
住宅

20051031332 号《人
民币借款合同》

（2018）辽 0202 执恢
1071 号《执 行 裁 定
书》

（2017）辽 0202 执恢
1770 号《执 行 裁 定
书》

3,151,203.07

280,000.00

390,000.00

48,724,776.28

无

无

56,657.00

无

无

大连华城帝枇建筑模网有限公司30051031332
号《保 证 合 同》、大 连 黑 马 广 告 有 限 公 司
30051031333《保证合同》、李忠兴《担保书》、李
晓军《担保书》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抵债资产名称

授信合同/裁定名称
及编号 本金 利息 实现债权

费用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