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版8 2021.9.15
河北经济日报

8月4日，沧州市“转观念促发展，

转作风促落实，对沧州怎么看、怎么

办、怎么干”思想大讨论实干大行动

动员部署会议召开，为沧州的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

障。开展“两转两促三思考”思想大

讨论实干大行动以来，东光县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把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

来，促进思想大解放、能力大提升、作

风大转变、工作大落实。特别是在深

入贯彻市第十次党代会、市“两会”精

神方面，东光县围绕“一四五九”工作

思路，聚焦六项重点工作抓落实，进

一步推动了东光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聚焦项目建设抓落实。“项目建设

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仅关系当

前经济增长，也关系长远发展活力。”

沧州市副市长、东光县委书记戴树胜

表示，要坚持工业立县、项目强县不

动摇，打造沿海经济带龙头和改革开

放高地，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面

打响第七轮项目建设百日攻坚战，力

争实现全年开工项目100个以上，并

全面树立沿海开放思维，谋划建设无

水港和区域物流集散中心。

聚焦产业转型抓落实。“实施园区

扩能升级、产业链提升、制造业转型

等系列工程，推进包装机械迈入 300

亿产业集群，塑料包装迈入200亿产

业集群，五金机电、棉纺针织产业冲

击百亿集群，东光经济开发区综合实

力排名前进 10 个位次，向全省前 30

迈进。”戴树胜说，东光县将进一步强

化科技创新，引导和鼓励企业走“专

精特新”发展之路，做好科技创新能

力B类县跃升A类县工作。

聚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抓落实。

“大运河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和灿烂的

文明，是历史的缩影和文明的纽带，

更是东光人民的母亲河。”戴树胜表

示，东光县要全力打造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样板区，着重打造运河文化名

城。同时，东光要坚持规划引领，强

化生态保护修复，把大运河沿线打造

成东光的生态长廊、城市客厅、文化

聚集地、产业隆起带。

聚焦城乡融合发展抓落实。戴树

胜介绍说：“今后一段时间，东光县将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进一步拉

大城市框架，提升城市品质品位，启

动东部新城、铁西改造等工程建设，

打造‘5分钟休闲健身圈’‘10分钟购

物消费圈’和‘15分钟文化教育、医疗

服务圈’。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有序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

区集中。加强空心村治理，大力推进

人居环境整治，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条件。”

聚焦保障改善民生抓落实。“利

民之事，丝发必兴”。戴树胜表示，加

快总投资 18.2 亿元的 22项民生工程

和10件民生实事建设，投资6.5 亿元

的新一中正式投用。对城区内所有

老旧小区进行改造，彻底解决城区小

学、幼儿园择校热、上学难、大班额的

问题。

聚焦转变作风抓落实。戴树胜表

示，东光县坚决向“看等靠推拖躲”思

想开刀，彻底解决观念落后、思想僵

化、缺乏担当、工作懈怠等问题，敢于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接最

烫手的山芋，顶起自己该顶的那片

天，大干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全力以

赴完成全年任务目标，实现“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聚焦重点 狠抓落实
东光县倾力打造沿海经济带龙头和改革开放高地

东光县包装机械产业园区内东光县包装机械产业园区内，，技术工人正在进行整机调试技术工人正在进行整机调试。。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谢家坝鸟瞰图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谢家坝鸟瞰图。。

在位于东光县的河北力科纺织有限公在位于东光县的河北力科纺织有限公

司司，，技术工人在车间内进行纺纱作业技术工人在车间内进行纺纱作业。。

航拍大运河森林公园航拍大运河森林公园。。

□ 朱林林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种类 所在地 币种 债权本金余额 担保情况 五级分类
1 邯郸市邯山利宝门窗装饰有限公司 债权 邯郸 人民币 13,750,000.00 保证+抵押 次级
2 河北金旺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 邯郸 人民币 3,922,178.57 保证+抵押 次级
3 邯郸市志诚饲料加工有限公司 债权 邯郸 人民币 4,799,998.07 保证+抵押 可疑
4 成安县天润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原成安巨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 邯郸 人民币 3,899,164.23 保证+抵押 损失
5 邯郸市华银经贸有限公司 债权 邯郸 人民币 4,099,056.78 保证+抵押 次级
6 安平县金城滤纸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7,863,913.20 保证＋抵押 次级
7 安平县嵘德交通防护设施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6,624,355.84 保证＋抵押+质押 可疑
8 河北志通橡塑特种管业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5,999,800.00 保证＋抵押 次级
9 河北联兴橡塑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5,122,946.61 保证＋抵押 可疑
10 衡水畅普迅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8,256,632.84 保证＋抵押 可疑
11 衡水中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11,999,654.60 保证＋抵押 损失
12 衡水金徽水工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7,864,923.90 保证＋抵押 可疑
13 枣强县富源皮草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4,869,581.09 保证 损失
14 枣强县冠浩皮草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4,399,277.12 保证＋抵押 损失
15 枣强县富尔威皮草制品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7,449,980.00 保证＋抵押 可疑
16 安平县永龙矿山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债权 衡水 人民币 4,946,448.93 保证 损失
17 沧州百佳美石材有限公司 债权 沧州 人民币 4,729,049.67 抵押+担保 可疑
18 沧州程氏永兴枣业有限公司 债权 沧州 人民币 2,301,628.04 抵押+担保 可疑
19 任丘市暖气炉厂 债权 沧州 人民币 1,795,217.59 担保 损失
20 河北华任门业有限公司 债权 沧州 人民币 630,627.14 抵押+担保 次级
21 唐山市路南恒运金属机械加工厂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7,911,794.92 保证+抵押 损失
22 唐山市源中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8,500,000.00 保证+抵押 损失
23 唐山市吾思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4,000,000.00 保证+抵押 损失
24 唐山市丰杰不锈钢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8,000,000.00 保证 损失
25 唐山瑞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8,000,000.00 保证 损失
26 唐山康必物流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7,993,133.33 抵押+保证 损失
27 唐山年裕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4,999,900.00 保证+抵押 可疑
28 遵化市新宏宇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4,200,000.00 抵押+担保 可疑
29 玉田县国健纸制品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4,917,253.78 抵押+保证 损失
30 玉田县永华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2,923,578.79 抵押+保证 损失
31 唐山燕滦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7,999,552.92 保证 可疑
32 唐山市建华广告装饰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3,901,250.32 保证+抵押 次级
33 唐山慧玲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9,961,250.00 保证 损失
34 唐山市海辉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9,072,241.09 保证 损失
35 唐山市鼎唐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8,000,000.00 保证 可疑
36 唐山盛渠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 唐山 人民币 7,999,999.00 保证 可疑

合计 223,704,388.37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种类 所在地 币种 账面价值 权证号

1 邯郸市傲亨贸易有限公司 抵债资产 邯郸 人民币 3,121,200.00 邯房权证国字第0101252799号、邯房权证国字第0101252803号、
邯房权证国字第0101252797号、邯房权证国字第0101252796号、
邯房权证国字第0101252798号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邯郸市邯山利宝门窗装饰有限公司等37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邯郸市邯山利宝门窗装饰有限公司等37户不良资产进行处置。截至债权基准日

2021年2月28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余额226,825,588.37元，利息余额68,105,879.52元，垫付费用1,292,545.65
元，合计296,224,013.54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沧州、唐山、邯郸、衡水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
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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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
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http://www.hebamc.com。

公告有效期：自公告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68001210
电子邮件：lixing@hebamc.com
公司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86号互联网大厦C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311-6800124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yandongfei@hebamc.com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附件： （截至基准日2021年02月28日，单位：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