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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描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
简称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拟通过公开竞价方
式出售批发不良贷款， 该批发不良贷款共计
34 户，本金为人民币 56091.13 万元,利息（含
罚、复息）20458.02 万元，本息合计 76549.15
万元（计算至 2017年 4月 27日）。

不良贷款的本金、 利息金额及交易日等
具体信息， 以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制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记载的信息为准。

二、报名信息

只有通过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审查的意向
受让方才有可能取得参与竞买的资格。 为取
得合格资格， 意向受让方需要提交加盖公章
的基本资料、资质证明复印件和签署的《保密
承诺函》等资料，并在 2018 年 10 月 19 日中
午 12:00（北京时间）前通过专人提交或以特
快专递邮寄的方式送达至报名文件接收地
址， 送达时间以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收件人签
收时间为准（传真文件不予接受），同时将上
述资料以扫描件的形式发送至报名文件接收
邮箱， 邮件正文须明确意向受让方全称、股
东、 联系人等信息并确保该邮箱为双方往来
唯一有效邮箱。

三、竞买资格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本次转让交易受让方
仅限资产管理公司，是指具有健全公司冶理、
内部管理控制机制， 并有 5 年以上不良资产
管理和处置经验， 公司注册资本金 100 亿元
（含）以上，取得银监会核发的金融许可证的
公司， 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依法设立或授权
的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

四、其他事项

意向受让方应根据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提供
的不良贷款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邀请文件、附
件及债权转让协议中的描述、 所列条件及条款
出价购买上述不良贷款， 在双方签署债权转让
协议之前，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及与本次交易有
关的顾问， 不对任何潜在的或招商银行长沙分
行给予交易资格的意向受让方承担任何责任。

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沟通函件， 均应
直接交付招商银行长沙分行， 但不良资产包
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邀请文件及附件另有规
定的除外。

本次公开竞价的报价时间、 竞价地点由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另行函告。

主要联系人如下：
姜兰芳， 电话：0731-82681344， 电子邮

箱：jlf1983@cmbchina.com。
张冠利， 电话：0731-88093675， 电子邮

箱：henryzhang@cmbchina.com。
报名文件接收邮箱：cszcbqb@cmbchina.

com。
报名文件接收地址： 长沙市五一大道

766号中天广场五楼资产保全部
收件人：姜兰芳 邮编：410005��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愿意听取社会各界对

本次不良贷款公开处置的各种意见、建议或异
议，请在 2018年 10月 19日前提出异议，如遇
到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请拨打举报电话。
举报电话： 0731-82681344，0731-88093675。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对本次不良贷款公开处置依法拥有解释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2018年 9月 12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批发不良贷款

公开处置公告

长沙彩市
3D大奖不断

近期长沙福彩3D的
大奖喜讯也是接二连三
地传出。9月6日， 长沙市
芙 蓉 区 恒 达 花 园
43014645站的一位彩民
喜中单选100注， 收获奖
金10.4万元。

9月7日，一彩民在长
沙市雨花区新塘垅小区
43019944 站 中 得 单 选
100注，喜获奖金104000
元。无独有偶，长沙市岳
麓 区 南 山 雍 江 汇
43013812站点也曝出大
奖喜讯：一位幸运彩民中
得单选115注、 组选5注，
共获奖金120465元。

9月8日，长沙市芙蓉
区恒达路13号43019465

投注站的一位幸运彩民
喜中当期单选150注，收
获奖金15.6万元。

■王慧婷 袁喆

半小时不到他拿走视
频彩票25万元大奖

9月6日下午，正在长
沙宁乡新康路的福彩视
频彩票销售厅23号投注
机投注的彩民毛先生（化
名）脸上笑开了花。当天，
听说这段时间宁乡视频
彩票有活动，毛先生忙完
工作约上几个朋友来到
销售厅，以五注、每注0.3
元的投注方式，玩了不到
半个小时，就中出了宁乡
市新康路销售厅今年第
四个“连环夺宝”游戏全
国累积大奖奖金高达25

万元！ ■喻利华

这张“动总”中奖票被
彩民称为“王者之票”

9月8日第65期“动
总”的开奖号码，是极其
罕见的八连号01-08号。
全省大奖榜更新，上面赫
然 显 示 长 沙 雨 花 区
43014840投注站喜中大
奖179200元。 这位彩民
正是在当期投注了任选
五 8码复式 01-08号 10
倍，这张票也被彩民戏称
为“王者之票”。 ■子娴

本报9月13日讯 今日， 为期4天的
2018第三届中国国际食品餐饮博览会拉
开帷幕。除琳琅满目的优质食材、茶餐酒
具，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E3馆，一场大型
湘菜主题展吸引了不少目光。

据了解， 本次主题展由省餐饮行业协
会承办，以“寻味三湘，醉美湘菜”为主题，
旨在让知名湘菜菜式“放下身段”，传播湘
菜文化。主题展邀请了王墨泉、许菊云、聂
厚忠三位湘菜大师及其子、 徒孙共9人，在
现场烹饪东安子鸡、剁椒鱼头等传统湘菜。

王墨泉在制作祖庵海参时介绍，能将
七两个头的干海参泡发成八斤重的湿海
参，是师傅技艺传承与自我摸索的组合结
果。成品被切成小块放入试吃碗后，不到
10分钟就被抢购一空。

除围观湘菜大师制作菜品的小窍门
外， 市民还可在展区欣赏精品湘菜展。送
展的108道湘菜由省餐协从数百道菜品中
选出，来自星级宾馆、时尚连锁餐饮、湘菜
学院等，70余位大厨参与、 耗时近一周制
作而成。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袁莎

在零售市场方面，目
前，长沙已经形成规模较
大的猪肉、蔬菜、冻品、干
货等农副产品大市场，唯
独缺少海鲜大市场，但海
鲜消费却是增长迅猛，这
也吸引了很多以经营海
鲜为特色的餐饮企业前
来抢滩。但是，这些企业
目前大部分都去广东、上
海批发海鲜。

在中国水产流通与
加工协会副秘书长陈丽
纯看来， 湖南人懂生活、

懂美食，有钱花、舍得花，
对进口海鲜具有非同一
般的热情和期待，“从食
餐会海鲜展的火爆现场
可见一斑”。

水产已经成为中国
第一大动物蛋白来源，形
成一个万亿级市场。陈丽
纯表示，未来10年中国将
是世界中高端海鲜的最
大进口地。如此之大的餐
饮消费市场，蕴藏着巨大
的海鲜和相关配套材料
的商机。

昨日国外活海鲜，今日餐桌上盛宴
长沙将打造“全球海鲜集散中心”，搭建高端海产品“空中丝路”

9月13日，湘菜大师许菊云携其子、徒孙三人在展会现场制作“牛杂煲”。 记者 黄亚苹 摄

湘菜大师亲手掌勺做的菜，想吃吗

据介绍， 在建设
“全球海鲜集散中心”
的过程中， 长沙具备
多方面优势。 长沙航
空、高铁、公路、水运
立体交通网络发达，
是便利的市场辐射中
心和物流集散中心。
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提
供了有利条件。 在人
才方面， 长沙市将有
针对性地培养和引进
一批专业的海鲜产业
技术人员。

陈丽纯认为， 海
鲜市场消费需求迅猛
增长，市场急剧扩大，
同时也面临许多挑
战。长沙建设“全球海
鲜集散中心” 必须解
决市场无行业巨头，
行业高度分散， 销售
网络不健全， 知名品
牌匮乏， 产品识别度
低等劣势。 政府部门
要针对这些行业痛
点， 在产业上下游全
面布局， 打造线上线
下相融合的进口海鲜
全供应链知名品牌，
最终建成为行业龙头
和领军企业， 引领行
业转型升级。

经过17个小时的飞
行，9月12日凌晨2点，搭
乘南航的专机，一批来自
加拿大的深海帝王蟹、大
龙虾等生猛海鲜空运到
达长沙。

自今年7月21日，长
沙-北美定期洲际全货机
航线开通以来，这样的场
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湖
南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
介绍，截至9月10日，不到
两个月时间，长沙市即完
成进口海鲜货值2500万
美元， 带动出口货值超1
亿美元。并带动了长沙至
达卡、马尼拉两条新的海
鲜货运航线开通，国际渔
业“空中丝路”正在形成。

“预计2019年海鲜进

出口额有望达10亿美元，
到2025年有望实现进出
口超百亿美元，带动形成
千亿产业规模。” 徐湘平
表示，随着“空中丝路”的
搭建，长沙将成为“全球
海鲜集散中心”。

此外，从今年下半年
开始， 长沙市还将通过
“海外直采、包机直航、跨
境电商、保税备货”的全
球生鲜供应链商业新模
式，将世界各地的鲜活海
产品，用最高效的“航空
运输”， 在最短的时间内
运输到国内。长沙市还正
在规划建设海鲜小镇，推
进“百城千店”海鲜新零
售计划，致力打造产业链
完备的国际海鲜航母。

长沙将成“海鲜集散中心”

海鲜消费蕴藏巨大商机

打造进口海鲜
全供应链品牌

近年来，随着长沙至东盟、北美海鲜货运航线的开通，长沙市民在家门
口吃到新鲜的平价海鲜变得越来越容易。而这样的福利今后将越来越多。

记者从9月13日在长沙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渔业“空中丝路”发展论坛上
获悉， 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长沙市将引入“包机直运、跨境电商、保税备货”等
商业模式，将长沙建设成为“全球海鲜集散中心”，搭建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高
端海产品的“空中丝路”。 ■记者 刘璋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