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家名称里不带“农”字，却专注于服务“三农”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近两年来，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依托1451个营业网点，累计投放各
类涉农贷款350亿元，惠及省内40余万个农户家庭，乡镇覆盖率达到100%。截至8月，涉农贷款余额253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的30%，其
中，个人农户贷款余额215亿元，占比达85%。

核心
提示

精准聚焦强“力度”

为提升乡村振兴服务能力，邮储银行辽
宁省分行根据国家乡村振兴和普惠金融政策
要求，健全体制机制，将省、市、县三级垂直管
理的“三农”金融事业部调整为“三农”金融事
业部（乡村振兴金融部）。同时，成立普惠金
融事业部（小企业金融部），设立工作小组，为
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组织机构保障。目前，邮
储银行辽宁省分行服务“三农”的从业人员达
1000多人，占全行职工总数的13.2%。

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聚焦粮油果蔬、肉
禽蛋奶等重要农产品和“菜篮子”工程，加大
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围绕优势农
产品产业带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助力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创新开发“农担贷”“参担
贷”“秋担贷”等特色支农金融产品，为规模
化种植、养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
供信贷资金；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产业集群为核心，为其提供
农业全产业链融资服务，将小农户融入农业
产业链，助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对

“三农”贷款给予专项额度，持续降低涉农贷
款利率水平；推出“农民丰收卡”“乡村振兴
主题借记卡”，为农村地区客户提供免费医
疗咨询、涉农意外保险、农技指导等涉农特
色权益；持续加大农村地区金融自助设备投
放力度，布放各类自助设备2087台（套）。

邮银协同延“深度”

为解决农业农村融资难、销售难、物流难

三大难题，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采取链式思
维，整合信贷资金、电商平台、邮政寄递三大
板块，充分发挥邮政和银行双方资金流、商
流、物流“三流合一”的服务优势，构建起“产
业+金融”的现代农业生态圈。

切实解决农户融资难题，邮储银行辽宁
省分行依托村“两委”、驻村干部、村“五老”，
与乡镇政府、监管部门联合共建农村信用体
系，通过开展信用村评定工作，对获评的村
屯整村授信，为种植、养殖户提供无须抵押、
担保的纯信用贷款，随用随支，切实解决了
种植、养殖户贷款难的问题。截至目前，累
计挂牌信用村 8769 个，评定信用户 14.5 万
户，为信用户投放贷款 30 亿元，打通了农村

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打破与邮政公司的

板块边界和专业壁垒，充分发挥双方服务优
势和农村市场主力军的资源禀赋，把产品和
服务嵌入农业生产、销售、运输的各个环
节。协助农户入驻邮惠网等线上销售平台，
拓宽销售渠道；通过邮政寄递破解“物流
难”，并给予寄递优惠服务。

通过邮银合作，累计为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提供信贷资金50多亿元。在充分满足贷款额
度的同时，执行更加优惠的利率政策，构建起
涵盖 20 多种产品的金融服务体系，做到产业
全覆盖、担保全覆盖、时段全覆盖、额度全覆

盖，充分满足各类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需求。

科技赋能提“速度”

金融科技的本质是对新型技术与金融服
务的渗透融合，对现有金融业态进行重构，
对金融场景进行丰富，对服务人群进行扩
充。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强化科技赋能，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分析农村
客户金融需求，构建“三农”综合服务生态
圈。利用大数据，对“三农”客户精准画像、
分等分段、主动授信，深入分析农村客户金
融需求，精准匹配“标准化+特色化”“线上+
线下”金融产品，紧跟农时，提前调查、提前
建档、提前授信，开辟了一条线上、无接触的
涉农贷款办理“快车道”。

今年，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以推进数字
化转型为主线，以构建专业化为农服务体系
为保障，加快农村地区金融与民生系统互
通，解决水、电、燃气、供暖等需要跑腿缴费
或人工代缴的公共缴费难题。以社保卡为
载体，开展辽宁惠民惠农“一卡通”服务，不
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便利化。

为加快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
辽宁、智造强省”建设，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科技创
新、先进生产性服务行业、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等领域，以“科技信用贷”为抓手，积极切
入企业研发创业场景，对省内高新技术开发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聚集区等产业基
地，以及科技园区开展全面走访摸排。

近两年，累计为专精特新企业投放贷款
226笔，金额达7亿元；累计为科创及高新技术
企业投放贷款691笔，金额达16亿元。

责任担当有“温度”

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主动融入辽宁“一
圈一带两区”区域发展格局，聚焦改造升级

“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
字号”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优先支持城市
轨道交通、高速公路、铁路、特高压等“两新一
重”基础设施建设，以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担
起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截至8月末，邮储银
行辽宁省分行投放信贷资金已超过951亿元，
净增85亿元。

今年，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全力打造乡村
振兴“五大工程”，即：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支持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产业
兴旺工程”；每年至少完成“三农”送贷任务
100亿元、至少让 10万户农户直接受益的“百
亿送贷工程”；以返乡创业农民工、入乡创业
人员、在乡创业能人为重点的“创新创业工
程”；开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稳步推
进信用村建设的“科技赋能工程”；支持农村
水电气暖、加快布局农村生态环保项目和农
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生态宜居工程”。

对银行而言，发展普惠金融既是大局和
责任，也是市场和机遇；既是服务本源的体
现，也是开拓创新的方向。邮储银行辽宁省
分行将加快推进特色化、综合化、轻型化、数
字化、集约化转型发展，持续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的质效，不断强化服务客户的能力，努
力建设成为客户信赖、特色鲜明、稳健安全、
创新驱动、价值卓越的一流大型零售商业银
行，切实为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本文作者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强）

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健全体制机制服务地方经济

秉持普惠金融理念 走好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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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储银行辽宁省分行信贷员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水稻长势。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瓦房店华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瓦房店华阳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本次拟处置债权资产情况如下：瓦房店华阳机电设备
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2年9月26日，债权本金3000万元,利息466.17万元，罚息1425.93万元，诉讼费20.11万元，债权总额4912.21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债务人注册地址辽宁省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祝华村怡山工业园区，抵押物为抵押人华阳机电名下位于祝华办祝华村土地使用权一宗，面积36016平方
米；地上房产5处，建筑面积合计19523平方米。保证人李斌、王焕莲、谢晓东、许振杰、瓦房店电力轴承制造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已诉讼，执行中。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转让，通过债权拍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或其他处置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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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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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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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670680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2年9月29日

公 告

沈阳市保源水源热泵供暖有限

公司遗失沈阳市民用建筑供热经营

许可证，编号 0115，特此公告作废。

注：如有异议，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市房产局反馈。

沈阳市保源水源热泵供暖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大连万融科技金
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于2022年8月26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
和费用等）依法转让给大连万融科技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基于生效法律
文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
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已转让的事
实。

大连万融科技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大连
万融科技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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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傅静 15998535946 王女士0411-8370387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大连万融科技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大连万融科技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债务人

大连盟田龙王庙
果品专业合作社

大连玉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基准日

2020年3月21日

2022年2月17日

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
连2018贷款字第F030号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
银连 2018 贷款字第 S001
号
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
银连 2018 贷款字第 S002
号

债权本息总额

10,964,934.47

20,352,842.90

31,317,777.37

本金余额

10,000,000.00

14,848,355.97

24,848,355.97

欠息余额

964,934.47

5,504,486.93

6,469,421.40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1.陈常军、陈薇《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
2016保证字第F075号
2.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
合同》兴银连2018保证字第F029号

1.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
合同》兴银连2018保证字第S004号；
2.于志洋、王晶波《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
连2018保证字第S005号；
3.于志洋《非上市公司股权最高额质押合
同》兴银连2017质押字第S001号；
4.于志洋、王晶波《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
连2017保证字第S001号

法律文书

/

1. （2020） 辽
0202 民 初 4648
号《民 事 判 决
书》；
2. （2020） 辽
0202 民 初 4655
号《民 事 判 决
书》。

债权清单

关于G25长深高速公路凌源收
费站至建平南收费站沈阳方向单

幅区间实施封闭的通告
长深高速公路凌源收费站至建

平南收费站沈阳方向因道路施工单

幅区间封闭，施工过程中病害数量增

加导致工期延长，封闭时间由2022年

7 月 3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延期为

2022 年 7 月 3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届时通行长深高速公路凌源收

费站至建平南收费站区间的车辆需

改道绕行，绕行路线不变。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朝阳分公司

2022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