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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 左丰岐

3月7日，莱州市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了
2018年为民服务实事，服务民生的基础设施
建设——— 电网建设项目被列入为民服务实事
之一。

莱州市2018年为民服务实事筛选遵循群
众意愿，结合满意度调查重点，围绕医疗保
险、教育文化、环保电力、养老救助等方
面，提炼整合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事项。

2018年，莱州电网计划投资2 . 73亿元进行
项目建设改造，包括加快推进110千伏夏邱变
电站主变增容工程，新增变电容量31 . 5兆伏
安，完成掖夏线改造13 . 1千米，完成投资3562
万元。开工建设35千伏坊程、坊曲线工程，
新建线路15 . 7千米。开工建设110千伏淇林输
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12 . 6兆伏安，新建
线路30 . 25千米。根据上级批次安排，确保全
年完成配农网项目包41个，新建10千伏线路
199 . 49千米，新增配变235台，新增配变容量
6 . 04万千伏安，新建改造低压线路208 . 57千
米。确保工程质量，力争2个农网工程获评省
公司“配电网优质工程”称号。通过持续不
断的建设改造，力争 1 0千伏联络率达到

47 . 1%，农村户均容量达到1 . 78千伏安。同
时，积极配合市政府进行莱州路电力线路入
地改造。

莱州市供电公司将科学统筹，强化工程
精准投入。注重落实精准投资理念，摸清设
备老化、重过载等设备的分布状况，按照轻
重缓急安排解决配网薄弱点，确保干一个、
成一个。落实好工作标准、流程、细则与要
求，推广标准化施工工艺，严格推行“质量
终身责任制”，切实保证工程质量。全面把
握好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的关系，严格执
行里程碑计划，确保工程按期竣工投运，切
实提高全市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为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同时，莱州市供电公司积极向地方政府
汇报沟通，创新前期工作方式，争取工作支
持，营造良好电网建设环境。莱州市政府高
度重视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在政策方面给予
大力支持，要求各镇区充分发挥属地化管理
优势，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开辟电网项目

“绿色通道”，简化项目审批、核准手续，加快
电网项目落地。积极配合供电部门，清理线
路走廊，签署线路通道保护协议，为电网建
设工程提供最佳的便利条件和宽松环境。

莱州电网建设项目列入全市为民服务实事 历城供电检修点兵

□李远 左丰岐

3月2日7时10分，笔者与国网济南市历城区供电公
司的施工人员来到位于济南市刘长山路上的10千伏青山
线。“今天就在这条线路上进行配网示范工程智能化施
工，这里带着16户高压用户，大部分都是居民小区。”
工程负责人张文洪亮的声音传出很远，“必须要保证安
全，决不能私自扩大工作范围！冯江、卢德长准备登
杆！”两位着迷彩服、背安全带的工作人员麻利地走到
杆前。

“系紧安全带，注意头顶树杈。”站在一旁的安全
监督员庞利增仰着脖子大声讲道。一块3米见宽的绿色
帆布上已经整齐摆放了诸多物件。“这是断线钳、10千
伏导线、绝缘护套、控制器、驱鸟器，还有各种型号的
螺栓和线夹。”负责地勤的张明阳解释说，“别看这会
东西多，等一下都得送到上面去。”

两米开外，120吨的吊车开始喘着粗气准备“参
战”。“吊什么？”笔者问。“先把支架送上去，这是
给分段开关座支撑用的。”张文解释。“这个看上去很
轻嘛，需要动用吊车？”“轻？一看就是外行，这可都
是铁家伙，只不过表面镀了一层锌，看着很像铝合
金。”“向南50厘米、20厘米……好，调正，落！”被
称为工程核心人物的吴师傅指挥着。

大约十几分钟后，分段开关底座稳稳扎进4个螺孔
内。“往左挪点，螺栓上紧啊。”吴师傅眉头微皱，脸膛印
着古铜色，表情凝重。杆上人员开始忙活着拧螺丝。“看
见没，要是没有吴师傅这两下子，那工夫可大了。”

20多分钟后，吴师傅开始指挥起吊一组90多斤重的
电压互感器。“上升，升，很好！”吴师傅犀利的目光
锁住在吊钩下微晃的橘红色物体。“停停停……”吴师
傅突然大喊，原来吊装物差点碰到树杈。

“开关装反了，赶快换过来。”不知啥时，一辆橘
黄色工程车停在跟前，车上下来两位工作人员。“没
错，就是装在电源侧啊。”张文试着解释。“错是没
错，但是北面不利于操作，还是倒过来吧。”

“为什么？”笔者不解地问。“看到开关上
‘分、合’两个字了吗？”张文指向正在拆掉的开
关。“开关下方有绿化带，不利于操作和观察，所以
要移到另一侧。”

□杨慧 张思凯

新春伊始，国网庆云县供电公司便向全
县人民承诺，今年将突出补齐短板、优化流
程、健全机制，增强服务前端快速响应能
力，实施美丽乡村服务工程、阳光扶贫攻坚
工程、家庭共享电气化工程、“彩虹”心连
心工程，服务新时代“三农”工作。

实施美丽乡村服务工程。按照春分播种
保浇灌、大暑高峰保居民、秋分燥期保安
全、冬至大寒保电采暖等农村用电节律，精
准服务“三农”用电，实现“电力送到田间
地头，服务进入千家万户”，为美丽乡村建
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充足电力保障。优化
线上服务渠道建设，实现客户随时随地线上
办电。拓展安全用电等传统服务，主动为客
户提供能效诊断与改造、综合能源服务等一

揽子方案，强化增值服务，增强客户黏性，
以服务赢得市场。进一步优化办电流程、丰
富交费渠道，推广电子发票、可视化抢修等
特色服务，实现便捷温暖服务，实现客户
“一次都不跑”。主动服务脱贫攻坚，保证
农产品生产加工等扶贫项目及时接电，增强
贫困群众的获得感。

实施阳光扶贫攻坚工程。落实阳光扶贫
三年行动计划，完成30个贫困村农网改造升
级，加快脱贫迁建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助力
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畅通光伏扶贫接网绿

色通道，确保项目及时并网、上网电费按时
结算、补贴资金及时发放。按照城乡“低保
户”、农村“五保户”每户每月15度免费用
电基数的要求，继续落实惠农惠民优惠政策。

实施家庭共享电气化工程。深化“电网连
万家、共享电气化”主题活动，在具备条件的
供电所建设屋顶光伏，应用电采暖、电炊具、
全电厨房等新型产品。充分发挥公司网格化服
务覆盖城乡的优势，深入城乡农村，利用多种
方式宣传电气化生活优势，倡导“节能环保、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介家庭新型用能设

备，提升城乡居民生活电气化水平。
实施“彩虹”心连心工程。依托彩虹党

员服务队、党员责任区示范岗，重点关注留
守家庭、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定期开展安
全用电检查、慈善帮扶等志愿服务。提供线
上办电、购电交费、电子账单、电子发票等
全业务7×24小时响应服务，服务响应速度明
显提高，规范开展业务办理和故障报修，服
务水平大幅提升。强化营业窗口规范化建
设，认真落实“一口对外、首问负责、一次
性告知、限时办结”。

国网庆云县供电公司补齐短板、优化流程、健全机制 增强服务前端快速响应能力

四大为民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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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新江 张思凯

日前，山东省委宣传部下发《关于命名
表扬全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
兵的通报》，国网高青县供电公司青年之家
被命名表扬为全省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据悉，国网高青县供电公司青年之家成
立于2011年6月，下设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总
队1支，分队3支，有专兼职队员127人。自成
立之日起，青年之家就坚持“善小常为”，
积极践行“彩虹为民、先锋先行”的服务理
念，成立了李宝玉“爱心服务”小分队和付
珍“爱心妈妈”服务团队，开展“年有计
划、月有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导青年
员工立足本职岗位服务民生、奉献社会。
“青年之家”还为全县71户困难群众建立起
“善小”爱心档案，采取“一对一”或“多
对一”的方式结对帮扶，定期上门服务。同
时，创新服务理念和形式，联合高青团县
委、义工联不定期开展扶贫及各类助残、助
学、环保等志愿服务活动，累计帮助154名贫
困学子实现“微心愿”，帮扶困难群众及孤
寡老人近千人。

在积极开展志愿服务的同时，高青供电

公司青年之家还主动开展电力延伸服务，发
扬“善想、善为、善于奉献”的精神，常态
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乡村、
进医院”等“五进”系列活动，使志愿服务
意识深入人心。

高青供电公司以青年之家为平台，狠抓志
愿者队伍素质的提升，实施了“1+1”成长成才
工程，以“一带一”的形式加强对新队员的培
养。同时，将每年的3月5日作为志愿者集中学
习日，举办各类培训班和交流分享活动。

为激发员工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高
青供电公司还在青年之家设立“两榜”——— 志
愿者光荣榜和善行义举榜，并建立起了常态
化志愿服务项目库，通过项目的形式，及时
推广做得好、适合当下需求的青年志愿服务。

“对内是一个平台，是员工受教育、志愿
者成长成才的基地；对外是一个窗口，是我们
电力企业服务社会的先头部队。”提及青年之
家的双重功能，该公司党委书记冯兵说道。

目前，高青供电公司青年之家，已成为
全县“志愿服务项目”的创意孵化中心、零
距离服务群众的电力服务中心、协调处理
各项涉电业务的快捷办理中心，服务经验
在全县推广。

高青供电弘扬雷锋精神参与志愿服务

□陈彬 左丰岐

3月9日，国网济阳县供电公司组织专业
技术人员对各单位的信息通信和交通消防进
行专项安全隐患排查，这是该公司进一步深
化“扫雷”行动构建128安全管理长效工作机
制的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国网济阳县供电公司创新工
作方式，构建128“扫雷”行动安全管理长效
工作机制，持续拓展“扫雷”工作的广度和
深度，全面排查治理公司在责任落实、制度
执行、电网调控、现场作业等各个方面存在
的安全隐患，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

础，确保人身、电网、设备安全，推进本质
安全建设。

“1”就是坚持一个原则。该公司坚持问
题导向，排查梳理电网中的雷、管理中的
雷、思想中的雷，要求各单位结合实际，细
化各专业、各层级排查内容，突出针对性、
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抓好动员部署、自
查抽查、整改总结等各阶段的工作开展，全
体员工主动发现和报告“问题”，积极参与
排查和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之中，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2”就是实施两项管理。该公司对排查

出的隐患问题，全部实行安全生产问题清单
管理，建立数据库，逐条逐项登记，有详实
的文字记录，有专人集中管理。并落实整改
闭环管理，严格执行隐患排查治理标准化流
程，明确整改措施和时限，逐级上报，做到
每条隐患“过程可追溯、结果可核查、责任
可追究”，整改一项、消除一项。针对短时
期内无法整改的薄弱环节，进行挂牌监督，

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进一步完善应急
预案，确保将风险降到最低。

“8”就是建立健全8项工作机制。该公
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
了组织领导机制、排查梳理机制、台账管理
机制、落实整改机制、督查检查机制、协调
联动机制、示范引导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8项
“扫雷”行动安全管理工作机制，进一步加
强组织领导，细化行动方案，明确各级安全
责任和管理责任，抓好“扫雷”行动的措施
落实和隐患问题闭环整改，全面营造“人人
扫雷”“主动扫雷”的行动氛围，强化过程
管控和督导考核，确保上下贯通，横向协
同，保障行动扎实有效开展。

济阳供电构建安全管理长效机制

临矿集团菏泽煤电公司彭庄煤矿机关党支部在2月
份全省“灯塔—党建在线”学习竞赛中获得好成绩后，
继续积极备战，争取再创佳绩。日前的一场答题比赛
中，党员张传朋以54秒、100分的成绩夺得模拟比赛第
一名。 （张红芳 王枭麟）

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济宁爱德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
权总额为3138 . 50万元。债务人位于济宁北湖省
级旅游度假区许庄街道张营村，该债权由山东
济宁爱德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郭明苓、
张选、郭瑞、郭敏、贾书真、赵岩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抵押物为山东爱德华铸钢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金乡县33333平方米工业土
地，以及金乡县面积12720 . 44平方米四层综合
楼一栋以及面积7780 . 78平方米七层办公楼一
栋。另有两套单层车间，位于金乡县城区经济
开发区，面积分别为14121 . 50平方米、18391 . 50
平方米。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欧隆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
20000 . 58万元。债务人位于环城北路12号，该
债权由史军、陆凤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山东欧隆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济
宁市高新区2块土地（面积分别为13701平方
米、77637平方米），2处房产位于济宁市济安
桥路16号长安花园（面积分别为3405平方米、
6347平方米）。另有山东欧隆投资置业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济宁市高新区欧隆盛源小区，抵
押面积160675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147676平
方米，商业面积12999平方米。

公告有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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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翔宇化纤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 2 0 1 8年 2月 2 8日，该债权总额为
14278 . 54万元。债务人位于济宁市兖州区旧关
立交桥北，该债权由山东雪花生物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宏福化纤有限公司、济宁紫金花
味精有限公司、王福连、宋子英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山东翔宇化纤有限公司所有的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生产线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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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23055 . 58
万元。债务人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凤凰镇北金
村，该债权由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淄博
市临淄金龙铁矿、王德洋、孙晓涛、王芳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山东翔宇化纤有限公司所

有的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生产线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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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沂蒙山花生油股份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
为2214 . 69万元。债务人位于沂源县大张庄镇驻
地，该债权由淄博金钟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沂源县虹宇金属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山东强基
塑业有限公司、刘凤军、刘富芳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以山东沂蒙山花生油股份有限公司
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抵押房地产位于沂源县
大张庄镇，土地使用面积7901平方米，房产面
积为2504 . 76平方米，以及应收账款质押。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瑞泰管业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2266万
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邢家镇政府驻地，该债
权由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刘守
信、王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山东瑞泰
管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万鑫宏达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处
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1923 . 78
万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唐山镇政府驻地，该
债权由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张伟、张杰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许翠霞位于张店共青
团西路121甲1号8号楼1308号的房产设置抵押。
以山东万鑫宏达木业有限公司的29台机械设备
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8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鑫昊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
2264 . 22万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唐山镇驻地，
该债权由山东鑫泰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万
鑫建设有限公司、徐朝阳、耿春霞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以徐朝阳名下位于桓台县索镇西
苑生活小区、面积114 . 03平方米的房产提供抵
押；以山东鑫昊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名下22
套专用设备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
为7998 . 43万元。债务人位于山东省淄博市桓台
县唐山镇振兴路606号，该债权由山东智汇蠕
墨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田承海、孟祥花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淄博瑞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张店区柳泉路158号海泉帝
景、面积11080 . 34平方米的房产提供抵押；以
荣成市哈理工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威海荣成市学院路“哈理·两湾城”一期项
目的36套住宅（总建筑面积5928 . 85平方米）设
置抵押；另有一应收账款质押，为淄博瑞景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房产租金质押。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智汇蠕墨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
额为133022 . 71万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唐山镇
唐一村章索路3号，该债权由山东万鑫建设有
限公司、张跃成、陈桂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以山东智汇蠕墨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名下
位于桓台唐山镇前七村兴唐路西侧、面积
53333 . 3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设置抵押。以山
东智汇蠕墨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名下260台设
备提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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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
6024 . 92万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唐山镇唐华路
1701号，该债权由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山
东贵和显星纸业有限公司、山东智汇蠕墨新材
料科技股份公司、张跃成、陈桂玲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以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唐山镇唐华路1701号的11台机械设备提
供抵押。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2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山东国力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
2672 . 60万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唐山镇于堤
村，该债权由山东智汇蠕墨新材料科技股份公

司、山东国弘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于波、胡俊
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桓台科汇环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
为2012 . 35万元。债务人位于桓台县唐山镇驻
地，该债权由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王风
江、孙光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桓台科
汇环保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名下面积33610 . 27平方
米、位于桓台县唐山镇前七村的土地设置抵押。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烟台天耀置业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
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10837 . 57万元。该资产包中的
债务人主要分布在烟台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
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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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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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5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烟台恒友经贸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
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5114 . 95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
务人主要分布在烟台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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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6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拟对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
21049 . 98万元。债务人位于山东莒南经济开发
区(岚济路北侧)，该债权由山东新绿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绿润食品有限公司、北京绿润
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绿色乐园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绿润食品有限公司、临沂三禾永佳动力有
限公司、陈思、刘丽华、尤华东、张德英、王
传海、程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莒南县
鸿润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莒南县十字路镇官
坊厂区、面积为27868 . 70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
权设置抵押；以山东绿润食品有限公司名下莒
南县十字路镇官坊厂区、面积为48815平方米的
工业用地及面积12960 . 70平方米的工业厂房设
置抵押；以山东绿润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莒
南县十字路镇官坊厂区、面积12084 . 51平方米
的工业厂房/办公楼设置抵押；另有应收账款
质押，出质人莒南县鸿润食品有限公司，质押
金额562 . 50万元。

公告有效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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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17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分公司拟对青岛慧和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截至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总额为
3011 . 99万元。债务人位于青岛胶州市胶北工
业园一园，该债权由李常俊、田秀丽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抵押物为慧和纺织名下青
岛胶州市胶北镇 1 3 1 5 1 . 7 8平方米的房产和
32551平方米的土地。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

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山东省
分公司联系。

以上公告信息联系人：李正
联系电话：0531—87080315
电子邮箱：lizheng@cinda.com.cn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信

达山东省分公司：0531—87080357，财政部驻
山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箱：zhaoligu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
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8年3月16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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