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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拥有以下《债权清单》所列的24户企业债权，（现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接受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交易对象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价款并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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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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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

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25-83683891

电子邮件：zhu_feng@bankcomm.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联系人和举报电话：蔡先生，025-83139392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庐山路218号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
2021年4月3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受托资产处置公告

客户名称

江苏耀特玻璃有限公司

江苏徐航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长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甲乙（连云港）粘胶有限公司

江苏杰孚特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善俊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宏凯铝业有限公司

江苏沪宝不锈钢有限公司

江苏鑫顺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利华电气仪表有限公司

江苏君鑫谊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镇江海洋航务工程打捞有限公司

本金

71,999,450.00

30,000,000.00
17,408,400.00
39,970,091.00
7,559,539.00

39,710,690.16
39,846,311.88
28,276,521.74
20,999,998.39
9,960,000.00
2,400,000.00

9,998,072.60

利息

66,523,140.63

22,496,626.67
13,215,031.43
44,601,503.41
11,118,019.48
28,270,165.25
30,640,954.35
26,769,448.07
19,641,357.46
7,518,533.02
1,999,098.60

9,143,882.57

地区

徐州

徐州

徐州

连云港

连云港

连云港

泰州

泰州

泰州

南通

南通

镇江

客户名称

江苏星际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康华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创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交运南港装卸储运有限公司
常州市丰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佳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华北物资有限公司

东飞马佐里纺机有限公司

盐城市永铭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森光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恒利达土工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中煤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

9,996,985.00

29,736,396.71
7,999,775.95
1,004,850.85
967,474.50
567,259.31

17,954,016.00
11,999,998.00

8,000,000.00

6,000,000.00

0

9,912,509.03

利息

9,295,854.07

22,306,731.22
4,830,694.40
2,835,238.30
5,456,518.15
6,104,485.18

12,285,521.14
7,788,858.74

3,960,497.80

2,905,283.10

5,628,834.57

8,482,782.54

地区

镇江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常州

盐城

盐城

盐城

盐城

盐城

“目前，我县闲置土地已全部处置
到位，建设用地批后动态巡查监管制度
已建立。”日前，丰县纪委监委派驻第八
纪检监察组在对全县闲置土地专项清
理跟踪督办工作中，收到所驻在单位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工作进展情况的
报告。这是丰县纪委监委对监督单位
开展“嵌入式”精准监督的一个镜头。

耕地是最为宝贵的自然资源之一，
耕地红线是我们的生存线，也是任何时
候都不可突破的底线。近年来，丰县纪
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强化政治监督，
监督保障党和国家土地管理政策落实
到位，守住耕地红线、筑牢粮食安全底
线，确保土地资源资产增值。

坚持围绕全县中心工作，着力解决

主要问题。针对县内耕地后备资源相
对不足、资源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个别
镇、村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新增、轻存
量”的利用模式未完全扭转等问题，该
县纪委监委派驻组围绕全县发展转型
升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查处乱占耕
地建房违法用地等重点工作，与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等单位沟通，紧盯耕地保
护的关键环节，深入各类园区和镇村基
层一线，督促从严管控非农建设占用耕
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建立永久基本
农田踏勘系统和实施“慧眼守土工程”
智能监管平台，严格办理重大建设项目
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切实落实最
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坚持重点案件专人包挂督办。持

续加大对农村乱占耕地违规建房问题
的清理力度，将相关线索收集归纳、深
入走访调查，明确专人包点督办，对领
办的重要案件、包点联系地区挂牌督办
件加强协调指导，紧盯各级政府履行耕
地保护主体责任不到位、相关职能部门
对农村乱占耕地违规建房问题底数不
清等问题强化监督检查，坚决遏制农村
乱占耕地违规建房不正之风。

坚持日常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合，
将监督嵌入权力运行的关键环节。在
开展业务监督的同时，对监督单位进行
多方位和角度对焦，会同开展廉政风险
点排查，对涉及“人、财、物”管理等重点
环节进行重点审核，准确把脉“廉政健
康”状况，针对性制定风险防控措施清

单。目前，对所驻在单位排查发现廉政
风险点32个，重点审核剖析重大项目
建设风险点17个，提出风险防控措施
12条。

在强有力的嵌入式监督下，丰县始
终对违法用地坚持“零容忍”，2020年
实施增减挂钩项目新增耕地 9711.5
亩，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新增耕地
933.03亩，完成耕地占补平衡项目91
个、新增耕地4093.75 亩,实施“旱改
水”项目2个、新增水田4724亩，实现

“数量有增加、质量有提高、生态有改
善”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目标，该县连
续第11年荣获“江苏省土地执法（先
进）模范县”称号，完成了消除存量、杜
绝新增和长效管控执法任务。

丰县：嵌入式监督守牢土地资源红线

苏州科技大学围绕“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
求，统筹谋划、突出重点、凸显特色、紧
扣实效，出台《党史学习教育实施进度
表》，围绕“六专题一实践”确定了45项
目标任务，不断提升学习教育深度和广
度，引导全校师生全力开创学校事业发
展新格局，以优异的成绩向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献礼。

丰富学习和宣讲形式，以理论滋养
初心。学校将结合省委宣讲团宣讲，通
过校领导、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先进典型
等开展党史专题宣讲，举办处级领导干
部、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新入职教师
和师德师风专题培训。用好现代信息

技术，开展《中共党史专题讲座》网络学
习，组织《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答大
会》网络云答题。组织校内专家团队成
立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学党史 守初
心”形势政策宣讲团，选拔优秀学生代
表成立“青马”协会党史宣讲团，充分发
挥“五老”作用，突出青年学生群体宣讲
力量，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着力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

创新活动和展示载体，以实践引领
使命。突出抓好师生群体、贴近师生需
求，找准“小切口”，用活资源、搞活形
式。学校将持续推进“网上重走长征路”
暨“四史”学习教育，组织开展“永远跟党
走”主题宣传教育、“讲好入党故事 传承

红色基因”读懂中国系列活动、“学党史
守初心 开新局”教职工演讲比赛、庆祝
建党百年经典歌曲大合唱比赛、全校党
史知识竞赛，举办“恰是百年风华”主题
艺术作品系列展。重温红色记忆，组织
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传承革命精神，
参观昆山烽火纪念馆。选树先进典型，
将开展庆祝建党100周年暨“五四”表
彰、“三育人”先进评选、庆祝建党100周
年“七一”表彰，以及“争做‘四有’好老
师，立德树人开新局”教师节表彰。

积极开辟“第二课堂”，汇聚青年力
量。引导青年师生厚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自觉听党话、跟党走。
学校将组织“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举办开学第一
堂团课·新思想公开课、“青春向党 奋
斗强国”主题团日活动、青年讲师团党
史宣讲、“青马工程”“卓越人才”班专题
培训、“齐贺建党一百载 启航奋进新征
程”党团知识竞赛、思政教育技能比武、

“红色火炬”LOGO设计方案征集、“四
个专题”组织生活会、“青年大学习”系
列主题网课、党史学习团干部能力提升
培训班、“青马工程”骨干培训班。以

“建党百年”为主题开展西部计划、苏北
计划、“三下乡”、返乡实践活动，开展建
党100周年社团春声大学生文化节、

“学党史 明纪律 绽芳华”大学生读书
分享活动。 徐燕华

苏州科技大学：突出目标引领 抓好党史学习教育

公司凭着严谨科学管理、优质
高效服务理念以及良好社会信誉赢
得了一定的建筑市场份额，受到了
社会各界好评。公司屡获包括“鲁
班奖”等在内的各项行业大奖，多
次被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评为“江
苏省建筑业优秀企业”“江苏省建筑
业竞争力百强企业”，被中国工程建
设协会评为“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示
范单位”“质量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全国安全生产优秀施工企业”，被
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工人先锋
号”称号，被南通市委、市政府评
为“南通市民营优秀企业”，连续8
年被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授予

“建筑业发展突出贡献奖”。
“团结实干、严谨守信、开拓进

取、争创一流”的企业精神是公司
秉承的信条。公司紧紧围绕做大做
强的目标，克服重重障碍，奋力开
拓市场，强化经营管理，不断拓展
规模，确保企业规模总量持续增
长。面对建筑市场竞争激烈，公司
正确把握自己在市场的定位，努力
寻找发展空间。2020年，公司要求
各分公司在巩固好现有建筑市场的
同时，加大市场开发和承接工程的
力度，以便做大市场份额。南京分
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
政府保障房建设，将承建南京市栖
霞区丁家庄保障房项目工程作为一
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好，
在组织领导、工程质量、工程进度
和现场管理等方面均得到建设单位
的好评，为公司承接栖霞三期保障
房工程打下了基础。上海分公司探

索“依托大企业、互借优势求发
展”的思路，参建了上海建工集团
承建的上海卷烟厂“中华”牌卷烟
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荣获国
优“鲁班奖”，这些成绩都是依托上
海建工集团高信誉优势取得的。为
调动各分公司创优质工程的积极
性，公司建立了奖励制度，对获得
部、省、市级奖项的项目经理部和
分公司给予重奖。由于公司有着健
全的管理体制、良好的社会信誉，
新开辟市场往往都能打开局面。
2018 年公司首次进驻云南昆明市
场，当时参与昆明冷链食品仓库工程
竞标的有多家特级企业，公司最终以
合理的报价以及高标准的组织施工方
案赢得专家评委的一致好评，顺利承
接到6.5亿元的昆明冷链食品仓库项
目。各分公司在确保完成现有建设工
程项目的同时，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向与建筑施工资质匹配的相关产业发
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业务总
量，2020 年公司分别在浙江、安
徽、广东等地设立分公司。

公司将围绕企业发展目标，打造
以建筑施工为主，装饰装潢、市政工
程、设备安装等相关领域共同发展的
企业发展格局，积极推进装配式建筑
发展，努力建成更具发展潜力及社会
影响力、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建筑工
程施工品牌企业。

曹晓军 张璐 曹学军

打造精品工程 开拓辉煌未来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上海卷烟厂“中华”牌卷烟专用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工程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南京丁家庄二期保障性住房项目工程荣获省优“扬子杯”

南通长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系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企业，始建于1993年1月。该公司于2001年5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下

设5个子公司、17个分公司，拥有省级研发中心和甲级设计院，从业人员达9260人，具有职称的各类技经设计人员共748名。

近年来，公司积极开拓经营，以雄厚的综合实力参与市场竞争，先后承建了各类大中型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设备安装及室内装饰装潢项目，年平均生产能

力达100亿元。为了规范管理，公司建立健全了组织管理网络体系和质量管理体系，2001年12月顺利通过1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1SO14001:2004环境管理

体系、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所承建工程项目合格率达100％、优良率达85％以上。

当前，宿迁全市范围内掀起了“改
革创新作表率”热潮，泗阳县住建局进
一步弘扬“认真、顶真、当真”的“三真”
作风，强化“求实、务实、落实”的“三实”
态度，以一刻不等、一着不让的态度切
实整治作风问题，以作风提升促进改革
创新，推动运河岸线“最美县城”建设再
上新台阶。

严明纪律，强化约束。瞄准改革创
新的发力点，在合法合规、强化纪律和
道德约束的前提下，主动打破原有思路
框架，简政放权、服务于民。在改革创
新的同时立规矩、明底线，该管的必须
要管，该抓的决不能放，严防以改革创
新之名渎职怠政。该局通过深化学习
教育，以签订责任状、自查表、承诺书和
强化考核等方式增强工作人员作风意
识，营造改革创新的清正氛围。

严慈并济，务求实效。在以“三真”

“三实”为改革创新保驾护航的过程中，
着重处理好严管和厚爱的关系，持之以
恒加强队伍作风建设，切实解决“不愿
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等问题，厚
植干事创业土壤。针对推进改革创新
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引导队
伍创新实干、大胆开拓，进一步完善“容
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
负责。着力建立亲而有度、清而有为的
新型政商关系，既善于、乐于与服务对
象打交道，又能坚守底线，保证廉洁本
色不褪色。

驰而不息，抓铁有痕，作风建设没
有休止符。泗阳县住建局将以“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定力，坚持不懈狠抓作风
建设，以严实作风护航干事创业、改革
创新，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
力建设运河之畔“最美县城”。

赵威威

泗阳县住建局
“三真三实”提作风 改革创新加速“犇”

今年以来，建湖县九龙口旅游度假
区、九龙口镇以“效能作风提升年”为抓
手，大力增强使命意识，压实责任担当，
围绕为企服务、项目建设等方面，多举
措并行，全面优化风清气正的廉洁从政
环境。

强化项目服务，提高办事质效。区
（镇）纪委出台了《关于对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实施监督暂行规定》和优化营商环
境相关规定等，紧盯为企服务，进一步提
高服务项目质效。纪委加大对工程项目
监管力度，通过现场查看、听取项目部汇
报、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从工程项目招
投标到工程量变更等廉政风险较高的环
节，强化监管力度，提高监督的实效性和
精准性。坚决杜绝作风粗暴、态度冷漠、
办事拖拉、效率低下等现象。

严格招标程序，公平竞争市场。出
台规范项目招投标相关规定。纪委联

合财务审计科，监督检查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荡滩资源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及
招标组织形式等内容是否合法；监督检
查是否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发布招标
公告或投标邀请书；监督检查合同的制
定及履约情况，及时制止建设、施工单
位不认真履行合同等行为。所有项目
招标按规定公开，做到“及时、公平、阳
光”操作，接受社会全程监督。

建立教育基地，树牢廉政思想。着
力打造廉政教育长廊+廉政教育基地+

“二家一亭”的九龙口景区廉政专线。
廉政教育基地建设将通过图文展板、实
物展示、剪纸等多种形式，打造立体化
现代廉政教育平台，组织党员干部开展
学习教育活动，营造廉洁从政的氛围环
境，使党员干部学有所悟、行有所止，让
纪律规矩入心入脑。

吴伟华 吴磊 范保华

建湖县九龙口
强化为企服务 营造廉洁环境

近年来，在生态旅游的带动下，苏
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农家乐”民宿如雨
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众多精品民宿的
兴起在为全镇旅游产业注入活力的同
时，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为
全面提升“农家乐”民宿的消防安全管
理水平，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东山镇

“331”专班多措并举，助力辖区“农家
乐”民宿提档升级。

精准施策，助推制度“落地生
根”。东山镇通过成立“农家乐”民宿
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出台《东山镇旅游
民宿农家乐规范管理制度》，推行“农
家乐”民宿消防安全标准化、规范化管
理。同时，做好宣传工作，上门实行

“一站式”服务，并通过短信标语、宣传

横幅、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线下”的
方式，积极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此外，
为扩大宣传效果，增强消防安全宣传
影响力，东山镇还与洞庭红艺术团合
作，精心创作一批通俗易懂、群众喜闻
乐见的消防安全文艺节目。通过狠抓
整治措施，紧扣时间节点，实现多部门
协同监管，按照“整改一批、取缔一批、
纳管全部”的思路，进一步严格做好

“农家乐”民宿的经营管理。
目前，东山镇已有310家“农家乐”

民宿配备安装喷淋、灭火器、防烟面罩、
手电筒等消防应急逃生器材，接下来，
该镇还将总结固化经验并持续推进，实
现“农家乐”民宿消防基础设施设备全
覆盖。 吴东轩

吴中区东山镇
多举措把牢“农家乐”消防安全关

自村（居）“两委”换届工作启动以
来，淮安市淮安区石塘镇严格按照换届
选举操作程序，严守换届纪律，狠抓责
任落实，圆满地完成了20个村（居）“两
委”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近日，该镇举
行了村（居）“两委”换届新任干部就职
暨离任干部荣退仪式。淮安区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夏开封等出席交接仪式并
讲话。

交接仪式上，石塘镇党委书记王海
浪宣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感谢
离任村干部为建设“幸福石塘、美丽石
塘、魅力石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并对
他们近年来为“淮上江南”石塘镇取得
跨越发展“三连冠”突出业绩付出的辛
劳与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该镇还专门为离任干部颁发了纪

念铭座，并从优秀离任村干部中选聘了
一批实干本领强、创新思路多的老同志
作为“兴村顾问”，现场颁发“乡村振兴
顾问”聘书。对新入职村（居）干部，专
门赠送了由镇党委制定的村（居）干部
《履职手册》。仪式现场还举行了新任
村（居）干部入职宣誓、任期承诺以及集
体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活动。整个交接
仪式既有温情，更有勉励。大家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履职尽责、担当
使命，凝心聚力谋发展。

在仪式现场，夏开封要求该镇新任
村（居）干部对党忠诚、做政治过硬的

“明白人”，善谋发展、做强村富民的“带
头人”，心系群众、做服务惠民的“贴心
人”，慎微慎初、做廉洁自律的“干净
人”。 牛庆宝 曹沛

淮安区石塘镇
村（居）“两委”新老班子交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