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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债务人 债权合计 债权本金 收购利息
1 山东金汇集团有限公司 5,482 . 93 4,850 . 00 632 . 93

2 山东金汇集团有限公司 9,342 . 06 7,385 . 55 1,956 . 51

3 山东泰宗集团有限公司 2,285 . 39 2,000 . 00 285 . 39

4 临沂金海汇科技有限公司 13,070 . 95 10,990 . 00 2,080 . 95

5 临沂金海汇陶瓷有限公司 1,529 . 17 1,298 . 00 231 . 17

6 临沂科瑞泰钢管有限公司 15,045 . 40 11,970 . 01 3,075 . 39

合计 46,755 . 90 38,493 . 56 8,262 . 34

序号 位置 出让
面积

规划
用途

出让
年限

规划设计条件
起始价 保证金 预付款 加价

幅度 备注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2020-26 帝纱路以南，开
发区路以西

42236 城镇住宅用地 70 1 . 0-1 . 3 ≤25% ≥30% 8110 1620 6490 80

2021-8 民丰大道以东，
同兴路以北

87742 . 2 城镇住宅用地 70 1 . 0-1 . 2 ≤20% ≥35% 17110 3420 13690 170

2017年1月，M女士无意中在

微信群聊中看到一则保险“小贴

士”，其内容引起了她极大的兴

趣，抱着填补知识盲区的心情，

M女士添加了发布消息的这位

“朋友”。

一条“小贴士”引发的投保

发布小贴士的人是太平人寿

烟台中心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贾

经理。在观察了贾经理的微信朋

友圈一段时间后，M女士开始线

上咨询。从投、被保险人到险种

分类，M女士问得很详细，了解

得越多，越认可保险的风险保障

作用。

几番交流后，出于对贾经理

专业知识的认可，M女士于2017

年3月在太平人寿烟台中支为自

己购买了保额10万元的重大疾病

保险及医疗保险；一年后又加保

了5万保额的重疾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

“不签字就离婚，今天就要

买上”

在给自己购买了商业保险

后，M女士开始盘算为丈夫配置

保险。M女士的丈夫是军人，身

体状况良好，他对M女士购买保

险未持赞同意见。

“大多数人在另一半不同意

的情况下，都会放弃，但M女士一

直‘锲而不舍’地做丈夫的工作”，

M女士给丈夫投保经历让贾经理

印象深刻，“她丈夫一直不同

意，后来突然有一天，她给我发

消息说她对象同意了，他们正在

来我们公司投保的路上了”。

“和他说了好几次都不同

意，昨天我跟他说‘如果不签

单，我就离婚。’”给丈夫的投

保手续办理完毕，M女士和贾经

理说道。后来，M女士又陆续为

公婆也配置了医疗险。保额也许

不算多，但M女士说，“心里踏

实多了”。

火海重生，第一句话是问

“赔不赔”

2020年7月19日，贾经理在拜

访客户的路上接到一通陌生电

话，“他非常着急地跟我说客户

家里煤气罐爆炸了，电话那头还

有救护车的声音”，打电话的人

是M女士的哥哥。贾经理顾不上

见客户，立即赶往医院。

贾经理在医院见到了烧伤严

重的M女士，她看见贾经理来，

第一句话就是：“贾姐，赔不

赔？”贾经理赶忙安慰道：“好

好治疗，我来帮你申请理赔。”

66万元理赔金为一家人带去

生的希望

贾经理以最快的速度收集了

M女士理赔所需资料，在提交理

赔申请的第三天，太平人寿赔付

了M女士1 5万元的重疾险理赔

金。在M女士后续治疗中，太平

人寿又先后三次赔付了医疗险理

赔金共计51 . 61万元。

4年前那条“小贴士”引发

的投保，共为M女士送去了66 . 61

万元的保险理赔金，也给她们一

家人带去了生活的信心。（德罡）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

公司”)拥有的山东金汇集团有限

公司等6户债权进行处置，债权

总额为46，755 . 90万元，其中：债权

本金38，493 . 56万元，利息8，262 . 34

万元(截至2021年3月20日，下同，

2021年3月20日之后产生的利息，

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

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利息计

算最终以合同及法院判决为准)。

债务企业位于临沂市。

关于上述债权资产的具体担

保方式、诉讼、抵押及查封资产等

详细情况以及主从债务人情况，

详 见 我 公 司 网 站 ( h t t p ：/ /

www.gwamcc.com)刊登的处置公

告或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

询。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可单

户、组包、整包以债务减免、协议

转让、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

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进行处置。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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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

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

款。

公告发布日期：2021年4月30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具体债

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

通知书、法院判决书、调解书、

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

商管理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判断并

自行承担购买债权后可能存在的

风险。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至公告有效期届满日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

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薛杰

联系电话：0531-82079789

传真：0531-82079799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七路168

号银河大厦

邮政编码：25000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

人：林婷婷

联系电话：0531-8207976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经东营市人民政府批准，东

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垦利分局

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2宗土

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

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注：1、起始价、成交价不

含其他行政规费(税)，其他条件

详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

2、土地出让金价款缴纳，

按照《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东营市中心城区房地产用

地管理办法的通知》(东政办发

[2018]26号)执行。

3、宗地内若有地下管线等

设施由竞得人自行迁移或避让。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

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

买。根据垦利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出具的建设条件意见书规定，

竞买2020-26、2021-8地块应取得

暂定及以上房地产开发资质。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竞买，

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联合申请

竞买必须提供联合竞买协议，并

在协议中明确受让人。但存在下

列行为的严禁参加竞买：

1、欠缴出让金的；

2、存在伪造公文骗取用地

和非法倒卖土地等犯罪行为的；

3、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

权等违法行为的；

4、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

置一年以上的；

5、违背出让合同约定开发

利用土地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在互联网上交易，即

通过东营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

“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凡办理

数字证书、符合竞买资格、按要

求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及预付款

的申请人，均可参加网上挂牌交

易活动。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

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10日至2021

年5月28日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询

下载，按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

序参加竞买。

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10

日至2021年5月28日日11：00时(以

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

下同)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

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及预付

款。交纳竞买保证金及预付土地

款按网上交易系统提示操作，截

止时间(到账时间)为2021年5月28

日11：00时。

六、网上挂牌报价开始时间

为2021年5月21日9：00时，截止

时间为：

2020-26号地块：2021年5月31

日9：00时;

2021-8号地块：2021年5月31

日9：05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网上交易有关要求等其

他相关情况详见出让文件。若有

变更以出让前最后更改为准。

2、申请人可自行实地踏勘

出让地块。

3、申请人对出让文件有疑

问的，可在挂牌活动开始前向垦

利区土地评审交易中心咨询。

垦利区土地评审交易中心地

址：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垦

利分局622房间

联系人：张女士 李先生

联系电话：0546-2562625

4、CA数字证书按《东营市

国土资源局关于办理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矿业权网上交易CA数

字证书的通告》办理。

5、因竞买人使用的计算机

遭遇网络堵塞、病毒入侵、硬件

故障或者遗失数字证书、遗忘或

者泄露密码等原因不能正常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申请、报价、

竞价的，后果由竞买人自行承

担，网上交易活动不中止。

由于不可抗力互联网可能出

现不稳定情况、网上交易时间的

变更、交易数据被侵入删改等，

东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采取

积极补救措施，但不承担由此产

生的后果和责任。

6、东营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

218 . 58 . 213 . 109

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垦利分局

2021年4月30日

近日，在建行济南分行章丘

眼明泉支行附近，一名业主停放

在路边的车辆突然发生自燃，火

势汹汹，情况十分紧急。值班保

安王增民率先发现情况，立即大

声呼喊：“车着火了，危险。”

危急时刻，该支行员工左孝庆、

刘佳豪不顾自身安危，冒着汽车

可能爆炸的风险，抄起营业大厅

内灭火器迅速冲向自燃车辆。同

时，其他工作人员做好大厅内的

秩序维护工作，保护财产，疏散

人群。

救火现场，该支行员工临危

不乱、从容处置，十分钟时间，

大火被成功扑灭，化险为夷，未

造成更大的损失。围观群众对该

行员工关键时刻迅速、果敢、专

业的行为纷纷点赞。业主被该行

员工见义勇为的行为深深感动，

并于4月26日上午，携家人到该支

行表示衷心感谢与高度赞扬。

本次突发火情的成功处置，

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建行员工的英

勇无畏与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反

映了建行在安全演练培训上所做

的扎实工作。下一步，该支行将

进一步强化安全培训演练，提高

员工处置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保

障网点安全。 (鲁启轩)

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垦利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规垦分告字[2021]4号

建行济南章丘眼明泉支行：员工见义勇为处置突发火情当“坚持”成为抵御风险的暖心屏障
——— 太平人寿烟台中心支公司赔付烧伤客户66万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对山东金汇集团有限公司等6户债权处置公告

单位：万元

山东滨州，渤海之滨，黄河

之州，九朝齐鲁重镇，境域横跨

黄河两岸，近日，新华保险山东

分公司20周年媒体开放日活动首

站走进滨州。

从不到5000客户，到现在滨

州寿险市场排名第四，从租赁办

公场所到购置自有办公职场，并

提出人力持续增长的“万人大

业”，新华保险滨州中支成立18

年来，遵循当地市场经济规律，

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以公益展

现企业担当，探索出一条适合自

己的跨越式发展之路。

“农村包围城市”的

惠民路线

李庄镇位于滨州市惠民县南

部 ，是全 国 闻 名 的 “ 绳 网 之

乡”，新华保险滨州惠民支公司

就坐落于此。

常明水是土生土长的惠民

人，58岁加入新华保险成为一名

保险代理人，17年的时间，他从

一名农民变成一位说起保险知识

头头是道的“专家级员工”。每

个工作日的早上，75岁的常明水

都会来到新华保险惠民支公司开

早会，之后他会骑着自己的电动

三轮车拜访客户，他的客户多是

附近乡镇的农民和个体工商户。

“我认为保险业不神秘也不

简单，能为老百姓送去保障，是

一个神圣的行业。”凭借勤奋和

诚信，“新华保险常明水”渐渐

成为十里八乡老百姓投保时的首

选“品牌”。

在惠民县，像常明水这样的

新华保险代理人超过 1 0 0 0人。

“我们的营销队伍几乎覆盖惠民

县16个乡镇社区及开发区、1163个

自然村的销售网络，为56987名客

户提供了更便捷、优质的寿险服

务。”新华保险惠民支公司经理

李光弟告诉笔者。

据了解，新华保险惠民支公

司下辖惠城瑞祥部、姜楼营业

部，该支公司依托农村市场，遵

循当地市场经济规律，近年来重

点规划新华村、新华镇，扩大新

华保险在村、镇、社区的影响力，

并确定了先乡村后县城的发展目

标：先铺设覆盖16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的服务网络，后逐步深入县城

各社区、单位，最终形成农村包围

城市之势，“我们的目标是每个

乡镇1个营业部，3年内做惠民保

险市场第一名。”李光弟说道。

这样的底气来自团队人力的

持续增长。据了解，近年来放眼

新华保险滨州中支，惠民支公司

人力增长率遥遥领先，架构持续

健康裂变，2018年该支公司在册

259人，2019年较2018年人力成长

161%，部组数也由2018年的34个增

长至2019年的55个，目前下辖三区

13个营业部，人力规模破千人，

在当地17家寿险公司中，市场份

额排名第二。

重视人力成长的

“5201”目标

惠民支公司如此强劲的发展

势头，无疑将为新华保险滨州中

支实现“5201”目标写下鲜活的

注脚。一个多月前，这家成立于

2003年3月28日的险企三级机构，

刚以一场乔迁仪式庆祝了自己18

岁的生日。

4月20日，新华保险滨州中支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杨龙见在位

于滨州市慧谷国际世贸中心的自

有办公职场接受笔者采访时表

示，新华保险滨州中支目前在滨

州7个县区拥有滨城、邹平、沾

化、阳信、博兴、无棣、惠民、姜楼8

家分支机构，营销队伍超过5000

人，近年来总规模保费快速增长，

2020年保费收入实现7 . 76亿元，为

20多万客户提供了全方位的优质

寿险服务，共完成19572件理赔案

例，平均理赔速度仅为0 . 52天。

这是杨龙见履新滨州中支党

支部书记、总经理的第四个月，

此前，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遍

了滨州中支所辖的所有分支机

构，并提出“5201”目标：“5”

是指2022年各项业务指标在山东

新华各机构排名前五；“20”是

决心2021年进军新华系统全国前20

强中支；“1”则意味着滨州中支

2023年实现人力翻番，成为万人

中支，市场份额稳居第一集团。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华保

险滨州中支制定的打法是扩大个

险队伍。“我们不追求片面的保

费增长，坚持推动人力成长。”

在杨龙见看来，随着人力的增

长，带动寿险业务的增长水到渠

成。他告诉笔者，人力成长并非

盲目的人海战术，而是重视核心

人力的垂直成长。

新华保险滨州中支坚持的自

下而上的晋升模式，正是造就

“万人大业”的基础，根据新进

保险代理人的发展需求，该中支

为新人规划了两条职业发展路

线，既可以选择个人发展路线，

也可以入选鲲鹏项目带团队。

“注重人力的培养和学习，持续

推动核心人力的垂直成长，尤其

是要把时间和资源放在推动绩优

人员的成长上，我一直鼓励代理

人要走出去，学习业内优秀团队

的基因，不断发挥潜能持续进

步。”杨龙见说道。

探索公益事业的

长效机制

媒体开放日活动走进滨州当

天，新华保险滨州中支党支部前

往位于滨州市经济开发区的定吕

小学，为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体

育器材。

定吕小学校长李艳文告诉笔

者，这不是新华保险滨州中支第

一次用实际行动关心关爱学校孩

子的成长。据了解，2020年6月1日

开始，新华保险滨州中支党支部

开始和定吕小学党支部开展共

建，并有24名党员发起长期资助

活动，用于资助定吕小学6名品学

兼优的贫困学生午餐。

今年3月28日，新华保险滨州

中支18周年庆当天，又发起“重

新出发·益起成长”公益行动，

将资助的学生增加到十名，资助

款项全部来自党员捐款。

事实上，新华保险滨州中支

正探索建立公益慈善事业的长效

机制。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堡

垒，该中支注重发挥党员的模范

带头作用，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

的同时，以公益展现企业担当，

支持农村教育发展，关心农村学

生成长，坚持服务社会、奉献社

会的精神，连续多年向环卫工人

送去保险保障，为困难家庭的孩

子送去慰问和帮助。

笔者注意到，新华保险滨州

中支的业务结构不断完善，截至

今年3月，该中支新单期交占比

53 . 45%。这样高质量的发展，也

揭开了新华保险滨州中支建设

“大强美誉”机构的序幕，正持

续为新华保险“二次腾飞”，新

华保险山东分公司“300亿元、10

万人、行业分公司30强”的“313

战略”贡献滨州力量。 (新文)

党建引领业务发展 公益展现企业担当

新华保险滨州中支的跨越发展之路

单位：平方米、年、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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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保险滨州中支领导与定吕小学部分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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