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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广告

基准日：2021年11月8日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币种 本金 利息 担保人

1 逸百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人民币 46470 . 00 3684 . 48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抵押、股票质押）、鄂尔多斯市亿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杭锦旗库布其水务有限公司、逸百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抵押）

2 亿利绿土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79500 . 00 11586 . 55

鄂尔多斯市同瑞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土地抵押）、鄂尔多斯市恒审设备工程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土地抵押）、鄂尔多斯市通友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土地抵押）、亿利库布其沙
漠生态旅游有限公司（酒店抵押）、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金威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抵押）

3 亿利库布其沙漠生态旅游有限公司 人民币 11000 . 00 1205 . 24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王文治、亿利库布其沙漠生态旅游有限公司（酒店抵押）

4 青岛吉尔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人民币 664 . 77 136 . 67 衡水佳兴工程橡胶有限公司、曹铁旺（住宅抵押）

5 诸城市顺达木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 679 . 85 106 . 40
诸城樱花制衣有限公司、诸城市舜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诸城市顺合木业有限公司、诸
城市联宇工贸有限公司、诸城市舜源工贸有限公司、李勋华、李波、吉玉美

6 山东鲁星钢管有限公司 人民币 259 . 22 64 . 92 吴学纪、吴学春、山东云门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导报记者 初磊 济南报道

小龙虾一上市就打开了消

费者的“味蕾”，今年夏天，

食客的“小龙虾自由”已经实

现。经济导报记者采访发现，

相比去年同期，通货小龙虾原

产地批发价明显“跳水”，下

游消费洞开。

“行情上，每年的价格走

势都会出现‘V’字型，开春时

价格较高，4月底到5月初大量上

市时走低，到七八月份，价格还

会上涨。”辣否(鱼台)龙虾有限公

司(下称“辣否”)总经理臧丙寅接

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但相

比往年，今年的“低价”十分平

稳，“四到六钱的中青虾(小龙虾

规格，一钱约为5g)，批发价每斤

不到16元，市场零售价在23元左

右。”

鱼台货基本出清

“小龙虾大批上市，喜欢吃

龙虾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济

南“天天海鲜”店内，小龙虾热

销，中等个头的龙虾3斤装售价

88元，还赠送海底捞龙虾料。

在济南市中区张扬水产店

内，江苏盱眙四钱小龙虾零售

单价为20元，店面负责人张杨

介绍：“4月底以来，价格很平

稳，只有一天单价低于20元，

卖到了18元一斤。平均每天的

销量不到200斤。”经济导报记

者走访发现，济南市面上，鲜

活小龙虾的零售单价在20到35元

之间，以济宁微山湖、鱼台及

江苏盱眙等地的居多。

“ 中 国 生 态 龙 虾 之

乡”——— 鱼台县，近年来摸索

出了“藕虾共作”“稻虾共

作”生态养殖模式，产出的

“鱼台龙虾”肉嫩鲜美。但这

种模式，不同于南方小龙虾精

养模式，亩产量相对低。臧丙

寅算了一本账：一亩地投放80

斤虾苗，产量在300斤左右；而

在南方，一亩地可投放120斤虾

苗，产量约500斤。

辣否有7000多亩地，龙虾养

殖规模在鱼台县领先。往年出

货高峰时，一天的出货量超10

吨，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客户集

采，一周发货一次，发货量在2-3

吨。今年，受疫情影响，省外客户

订单还没开始上量。

即使这样，每年5月15日之

前，鱼台养殖户都会急于“清

塘”——— 将龙虾全部卖完。臧丙

寅说，“藕虾共作模式下，一亩地

可以产莲藕约600斤。5月中旬莲

藕发芽，小龙虾就不宜待在池子

里了，以免影响莲藕长势。”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鱼台润

海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刘海生的确认。5月12日一早，他

在电话中告诉经济导报记者，今

年他出手的龙虾很便宜，“四钱

的批发单价不到10元一斤，去年

还在20元一斤。”不过，“现在没

有货了，等到6月中旬以后，再陆

续补虾苗。”

鱼台龙虾养殖面积不断增

加。2016年为2 . 5万亩，2021年到了

17 . 5万亩，全年龙虾产量超3万吨，

“小龙虾”快速形成了一个产业。

在臧丙寅看来，因为本地的

产量上来了，在5月中旬之前，养

殖户纷纷清货，形成了买方市场

的低价。今年不同于以往的是，

疫情之下，物流发货量少，运输

成本降低，价格相对便宜。

从产业规模来看，国内小

龙虾养殖面积已逼近3000万亩，

随着气温升高，南方小龙虾生

长快，上游供应充足，下游消

费未打开，价格出现下滑。

济南一饭店：

单日采购500斤

原产地价格“松动”，在

饭店等主销售渠道，小龙虾消

费量有什么变化？

“今天是有序堂食第三天，

截至今天13点，客单量在176单，

客流量稳定上扬，每天的活龙虾

采购量在500斤。”5月12日中午，

济南“黄家龙虾”舜玉店负责人

韩志民介绍，其所采购的龙虾，

为顶级微山湖清水青虾，“个头

大，鲜亮，饱满。”

“山东十佳名小吃”“济南市

特色餐饮名吃”——— 喜欢龙虾的

食客们，一年四季都会“光顾”黄

家龙虾，这部分食客，已经习惯

了这一特色口味的体验感。

黄家龙虾在济南市内有3家

店，开店20多年来，主打菜品

为龙虾、毛蟹和肥蛤，其中大

份、中份和小份龙虾的售价分

别为238元、178元和118元。

“大份的量是4斤半。上游

价格有变化，在麻辣味基础

上，我们又新推出了蒜蓉龙虾

菜系，对品质要求更高。”韩

志民介绍，小龙虾消费旺季自5

月底开始，目前店面营业至晚

上12点，后续将根据上客量情

况，逐步加大采购量，以满足

消费激增的堂食体验，并且相

对于网购需要花时间等待派

送，消费者店内就餐更自由和

随性。

主产区价格平稳

电商发力

“小龙虾价格网”每天的行

情发布，牵动着养殖户的心。5月

12日当天，四到六钱青壳虾的批

发单价为23 . 22元一斤，四到六钱

红壳虾批发单价为23 . 5元一斤。

而这波行情，实际已持续了半

年。湖北潜江市、江苏盱眙县、江

西吉安市、湖南岳阳市等小龙虾

主产地的价格行情，近半年也处

于“持平”的状态。

作为夜宵界的“扛把子”，即

食小龙虾身价“走低”，让食客们

的夜宵选择更多。

电商平台上，单盒重量在

750克的“三盒装”龙虾价格，

售价在140到150元之间，“你

看，盱眙即食三盒，售价1 0 9

元；潜江三盒装，券后139元；

家门口的超市，即食装单价为

35元一斤。”济南消费者

王晓，是一名地道的“龙

虾粉”，入夏以来，他体

验了4个品牌的龙虾，“今天早

上，小区鲜活小龙虾团购配送

价为59 . 9元3 . 5斤，我立即又跟

了一单。”他说。

臧丙寅介绍，从去年开

始，辣否公司与京东合作，目

前该公司优选品质好的龙虾进

行深加工，做成即食产品，供货

线上。“每年6月中旬开始，是线

上销售旺季，平均每年即食供货

时间为90天，每天约30吨的供货

量。”臧丙寅说，线上平台的销量

年增长超18%，未来会继续加大

在线上平台的投放力度。

在线下，除了传统的原产

地集采渠道，辣否公司还在青

岛、泰安多城发展加盟店，以

延伸小龙虾产业链条。

未来小龙虾是否会延续这

波行情？臧丙寅认为，5月中旬后

气温逐渐攀高，小龙虾退壳及生

长速度快，随着天气炎热下游消

费增加，价格应该会“上翘”。

卖不上高价钱，养殖户们

其实也不用担心，因为品质好

的小龙虾价格依然坚挺，且随

着疫情向好，堂食等餐饮主力

也会带动一波消费。“小龙虾

还处于‘长红’周期中。”臧

丙寅预测。

鱼台县一公司线上平台销量年增超18%

产业成链，小龙虾无惧“身价”走低

ECONOMIC HERALD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

“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逸

百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

债权资产项目进行处置，特发布

此公告。

具体项目情况详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

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

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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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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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

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

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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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让意向者如需了解有关本

次公告债权资产的详细信息，请

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

询，或与联系人接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

出征询或异议。

联系人：代经理、韩经理

联系电话：0532-58760759

邮件地址： h a n y a o w u @

coamc.com.cn

通信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

港中路6号世贸中心B座3楼

邮编：26607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

察部）

0532-58760776（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

司）

监督管理部门：中华人民共

和国财政部青岛监管局 电话：

0532-83895572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青岛监管局 电话： 0 5 3 2 -

8307929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告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22年5月1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关于逸百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等6户不良债权资产项目的处置公告

分户债权资产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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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体育运动健身消费下半场，依托抖

音等新媒体平台，不少运动营养类品牌创出

新高。日前，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

布了《春夏运动健身消费趋势报告》，对全

国最爱购买运动产品的省市进行排名，其

中，广东、江苏、北京、四川、山东居前五

名。《春夏运动健身消费趋势报告》显示，

瑜伽舞蹈类产品的销量取得了超高速成长，

瑜伽舒展器、瑜伽鞋、现代舞鞋产品销量同

比增长分别达868%、816%、700%。

李松认为，目前斯伯特虽然占据了全国

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但仍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从生产角度来看，我们很多优质的上

游原辅料及工厂都在国内，其中不少就在山

东本土。可以说，我们占有天然的成本优势

进军国际市场，这也让斯伯特在全球赛道上

的优势日益凸显。”李松表示，通过直播、

电商等商业模式，企业发展迅速。从商业模

式上看，中国的电商竞争是比较残酷的，经

历不断迭代升级，这也让企业有实力去迎接

更大市场的挑战。

据斯伯特官方数据，2021年企业营业额

达24亿元，同比增长700%，占据国内运动营

养食品行业60%以上的市场份额，并首次实

现国内自主品牌进军国际市场。

山东体育消费创新迭代

全民健身形成风潮，据官方数据，到

2025年我国健身休闲产业规模将增加至3万

亿元。随着居民消费升级，越来越多有消费

能力的中产及以上人群开始追求更健康的生

活方式，健康类消费比重逐年增加。山东在

以上需求的推动下，健身市场规模逐步提

升，各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健身场景也逐渐

多样化。

“山东近两年涌现出不少的运动创业企

业，带动了健身新模式，也改变了一部分传

统健身习惯和方式。随着科技的赋能，人们

有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健身模式可以去选择。

线上健身教学会越来越普遍，成为健身爱好

者接受健身培训的重要渠道之一。”5月12

日，智体(山东)体育赛事评估有限公司总经

理孙肖娜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们曾做过一个测算，山东人在体育上每消

费1200元中，有900元用于体育用品消费，

只有300元是服务性消费。下一步，如何从

供给侧发力服务性消费，提高群众体育消费

积极性，成为当务之急。

山东对于健身产业的发展也愈发重视。

2021年8月，《山东省全民健身实施计划

(2021-2025年)》发布并明确，到2025年，山

东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达到更高水平，

体育健身成为更多人的生活方式。城乡居民

体质进一步提高，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占全省总人口42%以上，城乡居民国民体质

测定合格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民健身活

动蓬勃开展，省、市、县三级全民健身运动

会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每千人公益社会体育

指导员数达到2 . 6个以上。

“我们参与了山东体育产业的多项调研

工作，目前传统体育健身行业发展到了瓶颈

期，疫情的出现加快了传统健身行业的创新

和改革，很多运动健身机构进行了从‘重’

到‘轻’的模式转变。”孙肖娜分享了目前

行业中一些创新举措，如采取预约定制课的

方式让消费者拥有更多自由度，训练更有针

对性，增强客户黏性。

孙肖娜建议，健身团课可以说是山东体

育企业利用互联网思维在行业领域的一次有

益尝试。下一步，在智慧升级、科技赋能的同

时，体育消费企业还应该从空间打造、经营模

式、商业逻辑、财务模型等方面推陈出新，鼓

励大众更多从体育服务业探索出新的模式。

体育消费
在鲁创新迭代

除了原产地

集采渠道，辣否

公司还对小龙虾

进行深加工供货

线上，在多城发

展加盟店，延伸

产业链条
国内龙虾产业已形成产业链。图为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人在分拣活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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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支持

胜利油田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建

设全国页岩油先导试验区，推进

齐鲁石化——— 胜利油田百万吨

CCUS示范项目，稳定全省油气

产量。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推进

青岛董家口、烟台西港区、中石

化龙口等沿海LNG接收站建设，

打造沿海千万吨级LNG接卸基

地；推进中俄东线山东段、山东

天然气环网等建设，打造一网双

环、互联互通天然气管网。

全力做好电力供应保障。抓

好支撑性电源建设，重点推进计

划年内投运的330万千瓦在建煤

电项目建设，力争华能董家口2

台35万千瓦机组迎峰度夏前投

运。抓好发电机组运行管理，加

大电煤调运，确保电煤库存保持

合理区间。抓好外电增供稳供，

强化与送端省份沟通对接，最大

限度提升省外来电规模，力争全

年接纳省外来电1200亿千瓦时左

右。抓好应急预案实战演练，编

制2022年全省迎峰度夏有序用

电、用户轮停等工作方案、预案，

组织开展电网安全运行应急演

练，切实做到居民生活、公共服

务和重要用户电力可靠供应。

政策清单落地实施

红利持续释放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王栋介绍，近期，省发展改革委

会同有关部门，采取部门自查、

实地走访、调查问卷等方式，对

第一批政策清单开展了专门评

估。考虑到第一批中延续实施的

122项政策，已于去年12月份进行

了全面评估，此次重点就新出台

的56项政策开展评估；同时，第

二批出台的64项政策4月1日起实

施，已进行了实地走访了解，后

续开展全面评估。

从部门落实看，第一批政策

清单印发实施后，各级各部门高

度重视，56项政策涉及的24个牵

头部门按照责任分工，坚持市场

主体易看懂、好操作的原则，逐

项研究制定配套措施，将政策申

报要求、享受标准、起止时限、报

送渠道等具化细化，切实推动政

策落地见效。从各市情况看，16

市均结合实际出台实施方案，青

岛、淄博、临沂、东营、日照5市研

究推出市级政策清单，济南、烟

台、聊城等11市围绕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挖掘消费潜力、助企

纾困等领域，创新出台具体政

策，形成省市联动、统筹推进的

政策体系。

从企业反馈看，1600多家企

业调查问卷显示，绝大多数企业

通过政策文件、媒体宣传、送政策

上门等方式，知晓政策清单的内

容；每项惠企政策都有企业受益，

享受惠企政策的企业中，72 . 5%的

反馈相关政策已兑现，其余反馈

即将兑现或正按程序办理；同时，

在实地走访中还专门了解了第二

批政策清单中的支持企业应对疫

情冲击、加大减税降费和财政金

融政策落实情况，其中，97 . 2%的

企业对当前助企纾困政策满意或

基本满意，60 . 5%的企业认为减税

降费政策对企业帮扶最大。总的

看，山东省政策清单深入落地实

施，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助力

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山东连续8天社会面保持清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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