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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对
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3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
置。截止2017年11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314441.68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长沙等地区。该资
产包的交易对象为境内依法成立的法人、 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 并应具备充足的注册资本、 良好的资信证明等条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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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忠义
联系电话：0731-84130175������
电子邮件：zhangzhongy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288号金色

地标大厦第26-27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73184138788
对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子 邮 件 ：

liaojianjun@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8年1月3日

1月2日， 支付宝发布2017
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随着移
动支付的普及，湖南人的生活方
式正悄然巨变：不带钱包出门已
成为湖南人的新习惯。2017年，
湖南的支付宝用户移动支付占
比为86%，创下新高。通过在线
缴纳水电煤等低碳行为，846万
湖南用户在蚂蚁森林累计为地
球种下25万棵真树。 通过移动
支付积累信用，2017年长沙人
共信用免押金超过4.36亿，比去
年增长8倍。

10笔支付超过8笔用手机

账单显示，2017年湖南省
的移动支付占比86%，去年这个
数值是80.6%。今年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以占比92%排名第
一，随后是怀化、衡阳。随着移动
支付的场景几乎涵盖各个方面，
越来越多的人不带钱包出门。

“阿里数据” 发布的数据也
证实了这一趋势： 过去3年，整
个箱包类的搜索量和增长率均
稳步上升，但“钱包”的搜索量在
2017年首次呈下降趋势。

移动支付占比飙升的原因
之一是支付宝收钱码的普及。一
年来，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超过
4000万小商家， 靠这张二维码
贴纸实现了收银环节的数字化。
现在，不管是在餐厅买单、商店
购物， 还是抓娃娃机和烤红薯
摊，甚至街头艺人，都能支持手
机支付。

坐在家里也能缴费办事

现在，湖南各地的公共服务
部门通过在支付宝上开设“窗
口”，已经能让湖南人不用出行，
坐在家中也能缴费、办事。2017
年，湖南人访问支付宝“城市服
务”的人次比上年增长133%。其
中最受民众欢迎的“城市服务”
是社保查询、交通违法缴罚和长
沙人社。

缴费、购物、出行都能不用
钱包的这一便利， 也正延伸至
更多国家和地区。2017年，支付
宝加快了伴随中国人走出去的
脚步： 累计接入了36个境外国
家和地区的数十万商户。 这一
年，湖南人也更爱出境玩了：出

境游的支付笔数比去年多了
311%，大数据显示，湖南人最
爱的境外游目的地是泰国、香
港、澳门。

凭信用免押金4.36亿

移动支付带来的不仅仅是
个体不带钱包的便利，还能对社
会产生一系列的正向影响。一方
面，移动支付能积累信用，再通
过信用让更多人能享受到信贷、
保险等更多金融服务。

比如信用免押金，2017年，
通过芝麻信用享受过免押金服
务的长沙人比去年多了8倍，共
免押金4.36亿。 减免的押金，用
户可以用在更重要的地方，为社
会创造更多价值。

减少碳排是移动支付为社
会创造的又一福利。通过在线缴
纳水电煤、公共交通出行等低碳
行为，湖南有846万蚂蚁森林的
用户， 累计碳减排量4.36万吨，
相当于省电7000万度， 累计为
地球种下25万棵真树， 种树量
全国17位。

■记者 杨田风

隆平高科等并购巴西玉米种子公司、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开
工建设、中建五局缅甸仰光新天地项目……刚刚过去的2017年，“海
外湘军” 无论是海外并购还是海外工程承包， 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
援外合作，都可圈可点，成功探索出具有湖南特色的“出海”路径。

近日，省商务厅公布了2017年湖南“走出去”十大重点项目，集
中展现“海外湘军”风采。

■记者 杨田风

大手笔海外并购，“抱团”建海外园区，承包海外综合体工程……

这十大项目书写湘企“出海”新特色

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份，中
建五局海外事业部传来好消息：
签约缅甸仰光新天地项目。这是
中建五局自主营销的首个海外
综合体项目， 合同额29.88亿元
人民币，将于2018年上半年动工
建设，有望成为国家“一带一路”
重点项目。

同时上榜2017年湖南“走
出去” 十大重点项目的还有其
他5个工程承包类项目，包括中
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牵头实施的印度尼西亚雅万
高铁项目、湖南建工-毛里塔尼
亚戈尔戈勒省精炼糖厂项目、
湖南电力设计院-缅甸直通燃
机 105MW联合 循 环 发 电 项
目、 中建五局-孟中友谊展览
中心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的海外工程承包， 让“建筑湘
军” 声名远扬。 记者从省商务
厅了解到 ，目前，湖南已有92
家企业获得对外承包工程经营
资质 ， 年均营业额近30亿美
元， 带动湖南大批机电产品出
口和劳务输出。

从今年对外承包工程行业
发展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
无疑成为对外承包工程领域重
要的增长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
商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10月，“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业务占据业务总量半壁江山，新
签合同额、 完成营业额分别占
55.4%和48.5%， 业务主要集中
在亚洲和非洲市场。而2017年湖
南“走出去”十大重点项目也明
显是这一趋势的印证。

近年来， 湖南人闯世界从
“单打独斗”逐渐升级到“抱团出
海”。2017年11月20日， 埃塞俄
比亚—湖南工业园在埃塞俄比
亚奥罗米亚州首府阿达玛市动
工建设， 预计2018年11月建成
并开园。该项目也入围了2017年
湖南“走出去”十大重点项目，它
的意义更在于：这是湘企“走出
去”，勇闯海外“淘金”闯出的一条
新路———从最初的产品出口，到
后来分设海外中心，然后是并购海
外企业，再到建设海外园区。

记者了解到， 截至目前，湘

企合作共建的境外经贸合作园
区，还有阿治曼中国城、湖南尔
康（柬埔寨）经济特区、北欧湖南
农业产业园、东帝汶农业高新技
术开发区、 老挝农业产业园、越
南(湖南)商贸物流园等。到2020
年，湖南将建设省级境外经贸合
作园区15家， 其中3家纳入国家
级园区。

商务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湘企已在88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了对外经济合作，累计境外投资
企业达1400余家， 投资规模近年
来稳居全国前列、中部6省首位。

湖南企业对外投资频出大
手笔，海外并购更是成为湘企投
资新热点。在2017年湖南“走出
去”十大重点项目中，海外并购
项目占了3个，分别是隆平高科
等并购巴西玉米种子公司、爱
尔眼科收购巴伐利亚眼科医院
集团、 楚天科技并购德国Ro-
maco集团75.1%股权。 其中，隆
平高科并购项目被列为十大项
目中的首位。

农业援外合作，一直是湖南
“走出去”的重头戏，以杂交水稻
为主打，湖南农业龙头企业隆平
高科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贸易关系， 杂交水稻种子年出
口量以30%至50%的速度递增。
就在上个月，隆平高科、中信农
业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
11亿美元联合收购巴西陶氏益

农（LP�Sementes）特定玉米种
子业务。LP� Sementes公司是
巴西位居前三的玉米种子公
司，市场份额达18.5%。收购完
结后，隆平高科未来玉米研制实
力将迎来阶梯式提高，加之绿色
通道审定准则， 估计最快可在3
年左右推出能在国内商业化推
行的新品种。

爱尔眼科1.8亿欧元并购项
目，则是中国企业公开邀约收购
西班牙上市公司的第一单。爱尔
眼科也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眼
科服务集团，服务地域覆盖亚美
欧，辐射人口逾20亿。

2017年6月， 楚天科技联手
两家企业，斥资1.5亿欧元并购了
欧洲制药装备企业德国Romaco
集团，这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制药
装备领域规模最大的并购案。

大热点 大手笔海外并购

新路径 建海外园区

增长点 “一带一路”国家占半壁江山

支付宝发布2017湖南账单，移动支付占比86%，凭信用免押金4.36亿

不带钱包出门已成湖南人新习惯

隆平高科联合中信资本投资11亿美元并购巴西玉米种子公司LPSementes

爱尔眼科1.8亿欧元收购巴伐利亚眼科医院集团100%股份

楚天科技1.5亿欧元并购德国Romaco集团75.1%股权

埃塞俄比亚-湖南工业园项目

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

中建五局缅甸仰光新天地项目

湖南建工毛里塔尼亚戈尔戈勒省精炼糖厂项目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印尼明古鲁2×100MW燃煤发电厂项目

湖南电力设计院缅甸直通燃机105MW联合循环发电项目

中建五局首个海外经援项目孟中友谊展览中心

2017年湖南“走出去”十大重点项目

■制图/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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