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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传传统统加加工工制制造造安安装装““金金融融引引擎擎””
———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助力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量身定制

省去繁琐

近年来，为帮助海阳羊毛
衫产业稳健发展，恒丰银行海
阳支行主动深入羊毛衫加工企
业一线进行调研，为正处于创
业发展期的羊毛衫企业、个体
工商户、农户量身定制出个人
循环经营性贷款的“恒丰模
式”，力助企业解决发展路上的
资金难题。

据了解，恒丰银行个人经
营性贷款额度高、期限长、可循
环，授信金额最低10万元(含)，
最高可达2000万元(含)，授信
期限最长可达3年，不仅可以满
足客户融资额度的需求，还可
以循环使用，随借随还。只要在
额度有效期内，借款人可自行
调剂用款金额，贷款归还后，可
继续循环使用，资金使用灵活
方便，省去反复申请贷款的繁
琐程序，大大节约了客户的宝

贵时间和申请费用。海阳市信
诚制衣有限公司就是该产品的
最大受益者。

据杜军海介绍，园区内许
多农户都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
经营着各自的事业，恒丰银行
在企业产业转型亟需资金帮扶
时，默默地给予支持，成为小公
司成长背后的金融力量。

“我跟恒丰银行合作3年多
了，这些年公司发展也多亏了恒
丰银行为企业量身定做专业融
资方案。我们公司创立了毛衫创
业产业园区，将农村散户集中到
一起，集约生产、统一管理，由

‘单兵作战’转变为‘抱团发展’，
企业整体生产费用下降了5%，恒
丰银行功不可没。”杜军海俨然
是恒丰银行的代言人。

送贷入户

集中办理

在海阳市碧城工业区的信
诚毛衫创业孵化基地内，园区

内108个创业单元房整齐排列，
作坊内堆得高高的羊毛衫半成
品以及不停工作的纺线加工机
器上下翻动，嗡嗡作响。这是该
园区内108个家庭作坊内一片
繁忙的工作景象。历经3年的变
革发展，在恒丰银行烟台分行
个人循环贷的支持下，海阳信
诚毛衫厂从2013年的小型毛衫
加工厂发展成带动当地108户
家庭、400余人就业的羊毛衫创
业孵化基地，成为了山东省乃
至全国的针织企业典范。

“我们毛衫加工产业具有
明显的淡旺季，企业融资具有
短而急的特点，许多散户及毛
衫加工企业由于规模小、没有
有效资产抵押担保，融资难度
大，金融机构能提供给羊毛衫
加工户及企业的服务少之又
少。”杜军海说。

针对毛衫加工作坊及企
业 贷 款 申 请“ 路 途 远 、手 续
多、用时长、贷款难”的问题，
恒丰银行烟台分行所辖海阳

支行积极开展“送贷入户”活
动，集中办理贷款申请手续，
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客户提供
最有效的信贷服务。支行推
广的个人循环贷款的金融帮
扶政策，犹如一池活水，给毛
衫 产 业 发 展 带 来 了 全 新 思
路。

家家织机响

户户赚钱忙

近年来，面临经济下行压
力以及受到周边地区毛衫加
工产业的影响，海阳当地的毛
衫加工产业受到了一定的冲
击。羊毛衫企业加工生产利润
低，缺少流动资金，产业链供
应不足，产业优势不再，传统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恒丰银行
海阳支行急客户所急，帮客户
所需，利用羊毛衫企业集中授
信的方式帮助当地农民致富
增收。

“堆这么多存货，看来今年

的订单不少啊！”前来调研走访
的恒丰银行烟台分行相关人员
与园区内的羊毛衫加工户老张
攀谈。“自从进了创业孵化园，
我们的订单一直就没断过，像
家里这样的加工机器，我一个
人就能看6个，确实省心又省
力，从没想过自己还能当上老
板呢。”老张连忙介绍着，脸上
堆满了笑容。让老张尝到甜头
的是恒丰银行烟台分行创新推
出个人循环贷款的金融扶持新
模式。

“实体经济从来都是我国
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加快
其转型升级。”恒丰银行烟台
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2017年3月末，恒丰银行海阳
支行为支持当地羊毛衫产业
转型升级提供的个人循环贷
款余额达1 . 2亿元，有效解决
了羊毛衫加工户和企业遇到
的融资难、融资贵的困难局
面，为振兴传统产业发展架起
金融支点。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徐中华 薛瑞

“个人循环贷真是帮了我们企业一个大忙，你看，这一羊毛衫创业单元房就是利用恒丰银行的贷款建起并投产的，目前前，我们的

这一大片羊毛衫创业单元房被山东省人社局指定为山东省羊毛衫创业孵化基地。”近日，山东海阳市信诚制衣有限公司司总经理杜军

海告诉前来调研走访的恒丰银行烟台分行相关负责人。

烟台首部原创话剧《爱，转机》启动全国巡演

““自自制制””将将成成福福山山剧剧院院最最大大亮亮点点
本报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郝湘婕

5月4日晚，烟台首部自制话剧——— 都市情感轻喜剧《爱，转机》在福山剧院首演。演出结束后好评不断，这部极具戏剧张张力的作品，因

其“福山元素”拉近了与现场观众的距离。该剧随后将在青岛、潍坊、沈阳等城市展开巡演。

《爱，转机》关注新时代

情感问题

都市情感轻喜剧《爱，转机》
由烟台市福山区政府出品，烟台
福山区文化旅游局、烟台市保利
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福山剧院
联合制作。该剧讲述了20、30、40
岁女性的情感故事，意在对新时
代情感问题进行新思考。三个不
同年龄段的男男女女，有着各自
正在经历着的不同阶段的人生。
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背景、不
同性格也注定着每个人对人生、
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爱，转机》有着浓厚的福山
元素，福山鲁菜、大樱桃、书法，
而且还有甲骨文之父王懿荣在
剧中都有体现，演出获得了烟台
观众的肯定。作为烟台首部原创
话剧，都市情感轻喜剧《爱、转
机》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剧的编剧由《新剧本》杂
志执行主编、国际戏剧评论家协
会(IATC)中国分会理事林蔚然
担纲，并邀请了中国艺术研究院
话剧研究所青年导演郭蔡雪执
导。该剧演员都有丰富的表演经
验，除编剧、导演和演员，这部剧
的制作团队也是话剧界的高配
组合。如服装造型设计邀请了赖
声川表演工作坊御用化妆造型
师孙华，他曾任《如梦之梦》《暗
恋桃花源》等演出的化妆造型设
计。

把自制剧打造成福山剧

院的亮点

福山剧院与保利院线合作
之初就确定了自制剧的计划。根
据《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福山剧
院将结合福山当地风土人情每
年开展原创剧目的制作，并且把
这些原创剧目利用保利院线进
行输出。

“主创和主演邀请一流艺术
家，逐步烟台本土化；舞台技术
人员由剧院自行培养，服装、舞
美等制作则通过招标，实行工厂
化制作。”福山剧院负责人柳强
介绍，福山剧院运营以来，自制
剧的制作团队和体系从无到有，
如今制作体系已经初步确定，包
含主创、主演、舞台技术、排演、
宣传推广、制作管理、市场营销
和群演招募等等。

柳强告诉记者，“院团合一”
是福山剧院未来发展的一个方
向，福山剧院将逐步建立剧团，
把自制剧打造成福山剧院的亮
点，探索“请进来”和“走出去”相
结合的发展模式。

烟台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
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王 伟 朝 表 示 ，

《爱，转机》是一个开端，未来福
山剧院将每年推出一部原创自
制剧，再借助保利院线进行输
出，在国内城市巡演。王伟朝
说：“挖掘和展示本地文化是福
山剧院的重要使命。福山剧院
将更多地关注福山的人文、历
史和文化旅游资源，借助保利
的平台向全国推出福山特色的
自制剧。”

“不只是观众期待，我们也
很期待原创剧能成为福山的又
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福山区
文化旅游局局长邢健告诉记者，

剧院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不仅
仅在于为观众提供优质的演出，
更应该通过打造原创自制剧目，
挖掘和培养本土的艺术人才，逐
步给本土艺术家提供舞台，使福
山剧院成为区域文化交流的纽
带，从而提升城市文化水平。

福山剧院已成文化地标

据悉，福山剧院作为保利院
线首个区级剧院，运营不到一年
时间，已经成为烟台重要的公共
文化场所和地标式的文化“景
观”。

在引进剧目方面，福山剧
院一直坚持高雅艺术引进需
求，不断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
探索，提升外请演出的档次。先
后引进了音乐会、民乐、儿童
剧、京剧、歌舞、话剧、相声、演
唱会、综合晚会等各种艺术形
式，自2016年11月正式运营以
来，福山剧院利用保利院线的
优质资源，推出了“跨年演出
季”“新春演出季”“戏剧演出
季”，以及保利院线的品牌演出
季“打开艺术之门”和“市民音
乐会”系列演出。目前，福山剧
院演出30余场，累计接待观众
达15000余人次，平均演出上座
率超七成。

“通过政府补贴，大大降低
了老百姓文化消费的门槛。”柳
强说，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
以亲民的价格观赏到来自于国
内外的优秀演出剧目，获得与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同样的文化
享受。

债权招商公告
山东银发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

对以下标的进行招商，有意者请与我

公司联系。

一、山东天府集团公司债权一

宗，涉及抵押物位于莱阳市天府工业

园区，土地面积约142215㎡，房产面积

约15468㎡，设备694台套；

二、山东科亿达集团有限公司债

权一宗，涉及抵押物有两处，均位于

龙口市北马镇簸栾村，其中之一土地

面积约62448㎡，厂房面积约9421 . 61

㎡，其中之二土地面积约18953㎡，厂

房面积约8004 . 25㎡；

三、山东沃德隆科技有限公司债

权一宗，涉及抵押物位于海阳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土地面积约24843 . 97㎡，

房产面积约21284 . 93㎡；

四、烟台双盛食品有限公司债权

一宗，涉及抵押物位于莱阳市河洛镇

唐家洼村，土地面积约31811 . 25㎡，房

产面积约3333 . 23㎡；

五、山东亿力工具有限公司债权

一宗，涉及抵押物位于乳山市育黎镇

驻地，土地面积约38970㎡。

联系电话：13562568000 0535-6720306

山东银发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5月5日

栖霞市臧家庄镇郝家庄金矿
有 限 公 司 房 产 、机 器 设 备 、
存货等破产财产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17年5月22日上

午10时在中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络拍

卖平台(http://pm.caa123 .org.cn)采用

网络拍卖方式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

拍卖：

一、本次拍卖标的为栖霞市臧

家庄镇郝家庄金矿有限公司的破产

财产。标的包括：建筑面积约2656 . 84

㎡的无证房产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

设施；面积约4779㎡的土地使用权 ;

电子设备、井巷工程及存货原材料

一宗。竞买保证金：50万元人民币。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和地点：

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展示。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竞买人

应在2017年5月19日11时(到账为准)

前，将保证金缴至拍卖公司指定账

户，并于2017年5月19日16时前凭保

证金交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我公司

指定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不成

交，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联系电话：

0535-6212177 13675446164 王先生

拍卖公司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

区华茂街49号

拍卖机构：山东中恒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5月5日

《爱，转机》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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