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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10月31日，标的债权明细，单位：元

借款人 币种 原贷款银行、 未尝本金（元） 未尝利息（元） 债权合计（元） 担保情况

借款合同编号

江苏探 人民币 原贷款银行：中国建设 8,493,270.74 9,612,769.57 18,106,040.31 保证人：徐州

海国际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 泰发特钢科技

贸易有 城南支行 有限公司、徐

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人民币 州天泽矿产品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制造有限公司、

（编号：2014051） 厉轶、吴静、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权明太、

合同》（编号：2014064） 李明秀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 抵押物：无

合同》（编号：2014090）

特此公告。

南京纽立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江苏省分公司

2022年 1月1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与南京纽立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和南京纽立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

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南

京纽立贸易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

南京纽立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工信厅
在践行“两在两同”建新功活动中，大力推
进“我为群众办实事”贯彻落实，聚焦我省
企业信息安全防护工作的难点和对专业
技术支撑服务的迫切需求，积极开展工业
信息安全防护星级企业培育工作。在实
施《江苏省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三年行
动计划》的基础上，连续两年深入900多
家企业，为企业提供信息安全防护能力提
升服务，为全省培育了300余家工业信息
安全防护星级企业，切实提高了全省工业
领域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关注企业安全风险，
切实评估防护能力

工业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关键信息基
础设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工业
生产秩序、确保工业生产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工业控制系统一旦遭受攻击，可能导

致工业生产停滞、设备故障，严重的可能
导致安全事故，危及企业和员工的安全。
因此，企业在享受高度自动化和互联网带
来的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信息安全风险
的重大挑战。

省工信厅根据《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全
防护要求》《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防护
能力成熟度模型》《工业互联网企业网络
安全分类分级指南（试行）》等文件精神，
将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
全国家标准测评项分类整理，依托“江苏
省工业信息安全公共服务平台”，协助企
业对照测评项细化评估安全防护能力，指
导企业开展针对性整改，精准提供防护能
力提升服务。

统筹组织广泛发动，
细致严谨深入企业

省工信厅结合全省各设区市的工业

企业以及安全服务机构分布情况和综合
能力，在全省范围内遴选了江苏省信息
安全测评中心等 20 多家安全服务团队
作为技术支撑机构，组织专题培训会，解
读标准、明确目标、提升技术。在各地市
以及区县工信局的积极动员下，各辖区
内的企业与工信部门、服务机构密切配
合，切实提高企业的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水平。

在疫情反复的形势下和“时间紧、
任务重”的情况下，全省工信部门以及
服务支撑机构采用线上和线下结合的
工作方式开展培育工作，深入企业对数
百个检查项进行逐条检验，共提出 3 万
余条具有针对性的整改建议，协助企业
进行整改，着力提高企业信息安全意
识，推动企业构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切实提高企业信息安全管理和技术水
平，有效提升全省工业企业信息安全防
护综合能力。

常态开展持续提升，
加强举措夯实基础

为更好地提升全省工业企业信息安
全防护能力，省工信厅征集各地工信部
门、技术支撑机构和工业企业对工作方
法、工作流程、工作平台的意见和建议，优
化流程、完善体系、提高质量，不断扩大培
育工作的覆盖率，增强培育工作的影响力
和认可度，为今后的工作打好基础。后续，
省工信厅将结合新发展阶段需求，坚持培
育工作常态化开展理念，以更大决心、更高
标准不断致力于推动工业企业、工业互联
网平台企业的安全防护意识和保障能力提
升，为我省工业信息安全“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提供坚实的网络安全保
障，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本栏目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撰稿）

“美丽西区新城”诗文征集评奖揭晓
1月9 日，由扬州市西区新城管委会

主办，市诗词学会和市杂文学会协办，
“人生自有诗意，美丽西区新城”诗文征
集活动评奖揭晓，经由高校和媒体专家
学者认真评选，评出一二三等奖若干。
其中，苏扬、庄晓明获得特别支持奖，向

翔获得一等奖。《读书》杂志原编辑部主
任杨丽华等专家应邀参加评奖活动。本
次诗文征集活动，自11月底启动以来，得
到本地 100 多名文学志愿者和诗人作家
积极响应，短短一个月时间，收到各类诗
文30余篇。 李清宇

张家港福彩迎来新年首个刮刮乐大奖
彩民刮中“5彩钻”10万元

1月4日，新年第一个工作日，一位刮刮乐中
奖彩民来到张家港市福彩中心兑奖，他中得了20
元面值刮刮乐“5彩钻”二等奖，奖金10万元。

中奖者是一位支持福彩10多年的老彩民，平
时喜欢投注双色球、3D和刮刮乐玩法。1月1日
下午，元旦假期第一天，他来到位于市金茂钢材城
115号的32055665福彩投注站购买2022年第一期
3D。随后，他又想买几张刮刮乐试试手气，并一
眼看中了柜台内颜色亮眼的刮刮乐“5彩钻”，在
剩下的最后三张中挑了一张。令人惊喜的是，在
玩法区“我的号码”中刮出与“中奖号码”相一致的
数字“30”，该数字下方的对应奖金是“￥100，
000”。他一脸不可置信地反复比对玩法区的数
字，还拿着票向投注站销售员核实，得到肯定的答
案后，这才相信自己真的中得了10万元奖金！

领奖时，他还直言自己太幸运了，今后会继续
支持福利彩票刮刮乐！

连云港市福彩中心
春节前夕暖心慰问一线投注站

寒风伴冬至，温情护学路。
带着美好的祝福和期许，常州福
彩 2021 年度爱心助学活动圆满
落幕，230 位高校学子顺利收到
了每人5000元的福彩助学金。

据了解，本次助学活动涵盖
常州大学、常州工学院、江苏理工
学院等 7 所在常高校，资助总额
达到115万元。考虑到疫情防控
及期末临近等因素，活动简化了
流程，在名单筛选、公示、确立后，
通过银行打款方式对学生进行了
资助，确保助学金及时准确发放
到受助学生手中。

求学路漫漫，抵达光明前总
有一些稚嫩的脸庞因一时困境而
忧心不安。一年又一年，福彩伸
出援手，为贫困家庭学子们减轻
生活压力，助力其专心学业、学有
所成，支持教育事业更好发展。
未来，常州福彩将继续坚守公益
初心，担当责任使命，在新征程上
展现新作为，书写新篇章。

值岁末寒意正浓，而心中温暖
如春。2021 年 12 月 27 日下午，
2022年《今日生活》温暖大行动启
动仪式在扬州电视台举行。

活动现场，受助人士带来了各
项精彩的文艺节目。脍炙人口的
单口评书，娓娓动听的二胡演奏，
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视听
盛宴。

扬州市福彩中心一如既往地
为扬城困难群体献出自己的爱心，
捐赠 3 万元的“扬州民政·福彩关

爱基金”，并为困难职工代表发放
慰问金，让在场的每个人心中感受
到浓浓的暖意。

今年，是扬州福彩携手扬州电
视台《今日生活》栏目组的第七
年。扬州福彩人始终坚守公益初
心，关注和支持困难群体生活，用
实际行动诠释福利彩票“扶老、助
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传播

“公益、慈善、健康、快乐、创新”的
特色文化，努力把更多温暖与爱带
给需要帮助的人。

1 月 2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 22001 期开奖。当期双色球红
球号码为 06、13、15、17、20、21，蓝球号码
为 03。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4 注，单注
奖金为 1000 万元。这 4 注一等奖花落 4
地：江苏 1 注，浙江 1 注，湖南 1 注，四川 1
注，共4注。

当期我省喜中 1 注一等奖来自常州
市，这是一张复制的“9+1”红球复式票，
花费了 168 元，销售时间为 1 月 1 日 9 时 5
分 49 秒，幸运站点是常州市天宁区丽华
一村小商品市场旁、编号 32040164 福彩
投注站，总计中得一等奖 1 注、三等奖 18
注、四等奖 45 注、五等奖 20 注，收获奖金
1006万多元。

10元随机“尝鲜”的新彩民

元月 4 号一早，中奖彩民小秦来到江
苏省福彩中心办理兑奖手续。他性格开
朗，非常健谈，领奖之余，小秦向工作人员
介绍起自己的购彩经历。小秦和其他购彩

者不同，他接触彩票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起初，小秦也只是陪着朋友走进福彩

实体店购彩，看着店里络绎不绝的购彩者，
时而他们还会停留在号码走势图面前交流
切磋，小秦觉得很新奇。朋友劝说他买几
注双色球，全当是玩玩，没中就当是为福利
事业做点贡献。小秦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买了张10元随机号码“尝鲜”，没想到中了
50 元。自此之后，他便加入了购彩的行
列，而且是每期双色球必买。

家里各种号码组合成新号码

1月1日大早，小秦想趁着辞旧迎新的
好日子沾点喜气，让新年有个好兆头，于是
他就来到经常光顾的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了一张“9+1”复式彩票。小秦说：“这组号
码我守了有半年。我觉得吧，开出的中奖
号码都是摇奖产生，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所
以平时我很少会去研究走势图，大多数的
时候都是机选。有一次，我偶然间听别人
说起他的号码是用生日、电话号码这些数

字组合起来的。我就想，为什么不能跟他
一样也自己组合个号码守着呢。于是，我
回去把家里人的生日、车牌号、手机号、门
牌号都写了下来，去掉重复的，再删删减
减，就有了现在这组数字啦！”

健康心态继续支持福利彩票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只想选‘6+1’的
号守一下，但是我左看右看，感觉哪个数字
都有中奖的可能，没法删，干脆来个‘9+1’
吧！”小秦说，没想到守了差不多半年时间
就中大奖，更没想到自己参与购彩才一年
就邂逅如此幸运。“要是早知道我有这等运
气，早就买彩票喽！”小秦笑着调侃道。

“我以后会把买彩票当作一种生活乐
趣，不会一掷千金地把它当作发财的机
会。这个节日，因为福彩让我变得格外幸
福。”小秦表示，这次中奖更加坚定了购彩
的那份初心，他会继续购买彩票，支持公益
福利事业，同时也祝愿广大彩民朋友在新
的一年里都能收获惊喜和快乐！

淮安区“打工人”喜获双色球二等奖96万余元
1 月4日晚，中国福彩双色球游戏第

2022002期开奖，淮安市淮安区都市花园南
大门东侧32080518投注站一位购彩者喜中
双色球二等奖5注，合计奖金96.36万元。

据了解，中奖幸运儿小朱是投注站
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一位资深福彩
拥趸，平时很喜欢投注双色球。当日，他
认为选的号码感觉不错，所以就追加了5

倍，没想到揽中了二等奖。他表示，自己
非常幸运，可以开心回老家过新年了！这
次中得二等奖，是坚持购彩的福报，以后
会将这份对福彩的热爱继续坚持下去。

邳州福彩虎年开门红，幸运彩民喜领500万元大红包
1 月 2 日，中国福彩“快乐 8”游戏第

2022002期开奖，开出的中奖号码为：2、4、
13、18、21、22、25、43、50、52、54、55、57、63、
65、66、68、74、75、78。当期“选十中十”玩
法，全国开奖中出1注，单注奖金为500万
元。邳州一彩民凭一张仅花费10元的“选
十”单式票，喜中虎年首个“快乐8”500万

元大奖，中出大奖的幸运站点为位于邳州
市车辐山镇中心街32031094福彩投注站。

中国福利彩票全新基诺游戏“快乐
8”游戏，是全国联合销售、统一奖池、统
一开奖的福彩主力彩票游戏，自上市以
来，因具有玩法多样、中奖率高、开奖号
码多等特点，深得彩民朋友们的喜爱。彩

民可从1至80共八十个号码中任意选择
一至十个号码进行投注，每注金额人民币
2元，当期开奖时从八十个号码中随机摇
出二十个号码作为当期开奖号码。“快乐
8”游戏按照不同玩法设奖，每个玩法设有
不同的奖级，对应不同金额奖金，其中

“选十”玩法单注可中500万元。 刘 华

南通彩友迎好运“快乐8”游戏“选八中八”
元旦假期后的上班第一天，幸运彩民

吴先生兴高采烈地来到南通市福彩中心
兑奖处，领取了属于他的“快乐 8”奖金
40010元！

兑奖过程中，吴先生说道：“十年前，
我中过一次二等奖，随机两块钱，中奖后
有段时间对彩票乐此不疲。最近几年心

态很平和，还是随机选号，每次买的也不
多，花个一二十块钱。”

说起中奖经过，吴先生喜上眉梢，
“买完彩票第二天，朋友圈里有人发了
开奖号码，我找出彩票看看，对一个
中！对一个又中，最后全中！哎哟，别
提多激动了！”

常州新彩民收获2022001期双色球千万元大奖

坚守公益初心，扬州福彩助力“温暖大行动”

两在两同建新功两在两同建新功两在两同建新功两在两同建新功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聚焦工业企业信息安全防护
切实推进星级企业培育工作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3户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及实
现和执行资产包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
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
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2年1月12日

附件：不良资产明细表
基准日：2021年12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原贷款行 债务人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江苏德威新材料 358327500.20 30694808.09 保证人：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安徽滁州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安徽滁州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南通正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质押人：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苏州本昌贸易 1778776.32 1954883.16 保证人：苏州众诚担保有限公司、吴冯臻、詹晖星、陈震英

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苏州明军化纤 2658090.29 792888.61 保证人：太仓市申江纺织化纤有限公司、太仓农发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太仓支行 织造有限公司 朱月明、陆莲芬
合计 362764366.81 33442579.8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联系人：谢女士
联系电话：025-57710776 住所地：南京市北京东路42号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2月2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的利息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或履行清算责
任。若本清单中保证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中国华融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对其保证责任的免除，保证人仍须按合同约
定及法律规定履行保证责任。

铜山农发行开展“解读新党章”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日前，农发行铜山支行党支

部开展了“解读新党章”主题党日活动，支
部全体党员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中，该
行合规专员张赛同志首先讲解党章修改等
几个问题，该行行政副专员杨杰同志声情并
茂地为大家介绍了张静泉与中共第一个党
章的小故事，讲述老一辈共产党人的智慧和

勇敢。随后，每位党员对所学内容进行了认
真讨论，结合本职岗位畅所欲言分享心得体
会。大家一致认为，要对党章进行深入系统
的学习，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强大动力；要充分发挥党员模范作
用，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积极进取、履职尽
责，争做合格共产党员。 （陈 娟）

海安市李堡镇部署年终村庄环境大扫除
本报讯 1 月 11 日，海安市李堡镇对

年终村庄环境整治作出总体部署，通过大
扫除迎接新年的到来。该镇要求对已整治
或关停的养殖户进行回头看；务必对已整
治的散乱污企业、燃煤锅炉、南美白对虾整
治进行常态化督查，杜绝死灰复燃；务必对
各重点环境信访进行现场督查，及时处理，

形成闭环管理；务必对河道、路道、垃圾收
运处置、畜禽粪便治理、村庄环境综合整
治、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等五位一体村庄环
境整治进行常态化巡查，选优配强保洁队
伍，做好台账资料整理归档；各村务必集中
力量，利用10天时间开展集中整治，以新的
面貌迎接新年的到来。 （濮建军）

常
州
福
彩
暖
心
助
学

常
州
福
彩
暖
心
助
学
：：

2
3
0

2
3
0

位
高
校
学
子
获

位
高
校
学
子
获1

1
5

1
1
5

万
元
公
益
资
助

万
元
公
益
资
助

“辛苦了！感谢
你们为彩民提供了优
质的服务，为福彩事
业添砖加瓦。”一句简
单的问候，一个真诚
的肯定，让福彩投注
站一线销售员倍感温
暖。在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为感谢一线福
彩投注站业主、销售
员的勤劳奉献，1月4
日，连云港市福彩中
心开展春节慰问一线
投注站活动。

活动当天，该市
福彩中心主任陈理
财率中心工作人员走访慰问一线投注
站，为奋战在销售第一线的投注站业主、
销售员提前送上节日慰问品以及福彩的
关怀、问候和节日的祝福。每到一处，陈
主任都与站点业主及销售员进行亲切交
谈，贴心问候，仔细了解投注站的经营状
况，认真听取大家在销售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以及对福彩管理工作方面的意见和
建议，叮嘱大家按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同

时鼓励福彩站主和销售员再接再厉，取
得更好业绩。

销售员以诚信、热情和专业精神直
接服务彩民，并通过他们把福彩的慈善
理想广为传播。收到礼品和祝福的销售
员纷纷表示：在新一年里将以更高的热
情投入福彩销售工作中，继续为彩民提
供更加贴心、优质的服务，为福彩事业作
出新的贡献。 陆欣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