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责任编辑 刘美春 龙绪高

2021年2月19日 星期五JIANGXI DAILY 天 下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将于2021年2月
23 日 10 时起至 2021 年 2 月 24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 (网址 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上饶县杰克工艺品有限公司
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活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
（一）标的物概况
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持有的上饶县杰克工艺品

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截至转让基准日 2020年 10
月 31 日，贷款债权本金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1300 万
元，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1657 元，债权总计为人民币
2957 万元。另有诉讼衍生权益案件诉讼费 13.28 万
元。本次竞价标的物具体信息详见发布的相关内
容，最终利息、罚息、复利等以法院最终裁定、判决及
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为准。

（二）担保措施
1.抵押担保
上饶县杰克工艺品有限公司债权抵押物为抵押

人王剑、林晓青位于上饶市信州区凤凰东大道477号
5 幢 1-8、2-8、3-8、1-9、2-9、3-9、1-10、2-10、
1-11、2-11、3-11、1-12、2-12、3-12的商业用房，规
划用途为非住宅，面积合计为1229.86㎡。

2.保证人情况
上饶县杰克工艺品有限公司债权的保证人为王

剑、林晓青。

二、重大事项披露
（一）债务人上饶县杰克工艺品有限公司的抵押

物存在租赁情况。
（二）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日至交割日期间对

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而发生的相关处置费用由竞买人
承担（具体以《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其他重大事项及瑕疵披露详见淘宝网披露的竞
买公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及《债权转让协议》。

（三）竞买人为境外投资者的，必须遵守执行国
家发改委、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境内金融机构
对外转让不良债权备案管理的通知》《关于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利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有关外汇管理的通
知》等有关规定。

三、挂牌价格
起拍价：900万元，保证金：50万元，加价幅度：5

万元或其整倍数。保留价：有。请意向购买者自行
前往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
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四、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具体付款要求详见本公告第七条。

五、竞价方式
本次竞价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在竞价活动

结束前，每最后 2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
迟至5分钟。

六、竞买人应具备的条件
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

信誉，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
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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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
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不属于债
务人、相关担保人及债务人、相关担保人委托的第
三方，且不属于竞价标的的内、外部关联人，包括
但不限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
分公司原员工、现员工及其关联人、债务企业或其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企业、个人等。亦不属于前
述主体投资、控制或享有其他权益的企业或其他
实体，并进一步保证不向前述主体或其投资、控制
的实体转让贷款债权。

竞买人为港、澳、台自然人的，应提交居民身份
证（护照）等原件，并在留存的复印件上签字、加盖
个人名章或按手印等供检查。竞买人为港、澳、台
地区企业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应提供竞买人的
主体资格证明（包括法定代表人证明、依法成立的
证明材料复印件含注册登记证明等）或身份证明。
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其他人竞买的，应将寄交
的授权委托书在所在特别行政区或地区公证机关
证明。授权委托书中的代理权限应当注明代为报
价、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等具体授权事项，因代理人
实施竞价行为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及责任，由委托人

承担。代理人应当提交居民身份证（护照）等原件、
并在留存的复印件上签字、加盖个人名章或按手印
等供查验。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竞价保证金及竞价款余款
（一）竞买人应于正式竞价活动结束前在线缴

纳保证金或在正式竞价活动开始前将第三条所述
保证金全额缴至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指定账户
［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
公司，开户机构：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东湖支行
（洪阳支行），账号：14317201040002455］。竞买未
成交的，竞买人需书面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
出退款申请，并载明退款账户信息（应与缴纳保证
金账户一致）。

（二）竞买成功后（若只有一人参加竞价，将补登
7 个工作日的公告，公告期内无人提出异议，则确定
本次竞买成功），竞得者应与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在
3日内签订《成交确认书》及《债权转让协议》，同时竞
得者所缴纳的保证金在《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可等
额冲抵为其应支付的履约保证金金额，履约保证金
（不计息）在竞得者未违反《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情
况下，可等额冲抵竞得者应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
支付的转让价款。竞得者付款方式应为一次性付
款，剩余竞价成交款应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5日
内一次性缴入以下账户：

账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
省分公司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东湖支行（洪阳支行）
账号：14317201040002455
（三）如竞价人未按期支付转让价款的，长城资

产江西分公司有权选择终止交易，已收取的保证金
50万元不予退还。

八、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产情况，长

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仅提供部分参考资料。咨询、展
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正式
竞价前一日止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
电话或直接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现场咨询。

九、注意事项
（一）竞价标的（贷款债权）以现状为准，长城资

产江西分公司不承担本竞价标的瑕疵担保责任。请
慎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
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贷款债权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
未知的瑕疵。

（二）参与竞买人必须开设淘宝账户。竞买人在
竞价前自行做好尽职调查，竞买人自行判断是否符
合受让本项目资格。

（三）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
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
全部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费用、风险和损
失。

（四）贷款债权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
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五）本贷款债权的优先购买权人未参加竞价，
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但本款规定不应视为长城资
产江西分公司对竞买人（买受人）与相关优先购买权
人之间任何争议造成的任何损失的赔偿责任或其他
任何法律责任。

（六）若后续查明竞买人在不符合第六条的竞
买人应具备的条件下进行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
产，竞买人须将债务人上饶县杰克工艺品有限公
司应履行的全部还款义务项下的金额与实际竞买
价款的差额部分作为赔偿款支付给长城资产江西
分公司。

（七）基准日（2020 年 10 月 31 日）至交割日之间
进行处置或者所涉及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
承担者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还款，扣除已发生的
处置费用后等额冲抵竞价款。在《债权转让协议》签
订日至交割日期间对贷款债权进行处置而发生的相
关处置费用由竞买人承担（具体以《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为准）。

（八）竞买人在正式竞价活动开始前请务必仔细
阅读《竞买须知》等有关文件。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朱先生、程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790、0791-86836711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晔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21年2月1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对上饶县杰克工艺品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拼搏奋斗是赣州经开区的“第一性
格”，主攻工业是赣州经开区的“第一标
识”。在春节万家团圆的日子里，赣州经
开区党工委主要负责人仍在赶路，为打
造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国家级经开区不懈
努力。

2月 14日至 16日，该区党工委主要负
责人带队先后赴上海、杭州、深圳、东莞等
地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与吉利控股集团洽
谈 120GWH 动力电池生产基地项目落地
细节，与宝能集团洽谈5000万台智能手机
生产基地项目落地事宜，考察了余杭新奥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东莞深燃天然气热电

有限公司，打响了新年招大引强“第一枪”。
这是赣州经开区强力推动工业倍增

升级，建设“一极两地四中心”，奋力打造
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国家级经开区，积极开
展招大引强“春雷”行动的缩影。

为实现招大引强“开门红”，赣州经开
区全力落实“四个一”计划，即“一院一办
一军一杠”，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双
首位产业，组建产业经济政策研究院，聘
请院士工作站、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国家级
高层次专家、教授或国内新能源汽车、电
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高端人才为名誉院
长、副院长，制定招商“路线图”，提出政策

建议，确保产业路径不偏、招商方向精准；
组建招大引强追梦办，对重点发展产业的
国内五强进行攻坚；聘请一批专业咨询机
构和招商顾问，利用社会化资源招商，打
造一支社会化招商盟军；以小财政作为杠
杆撬动大资本，争取省、市、区及社会资本
四级联动，以“资本之匙”打开龙头“落地
之门”，利用“一杠”撬动大项目落地，积极
招引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央企、上市企
业和头部企业。

为做大做优做强新能源汽车、电子信
息双首位产业，赣州经开区瞄准上下游产
业链招商，实施“2+N”产业体系延链补链

计划，针对上下游产业链项目逐个上门跟
踪推介，制定了详细的招商计划，推出了
有竞争力的招商优惠政策，争取推动上下
游产业链加速聚集。此外，赣州经开区持
续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招大引强主攻方
向，把握与广州开发区结对共建机遇，对
接一批广州开发区意向转移产能和企业，
推动招大引强再上新台阶。在高位推动
下，2021 年一季度，赣州经开区力争引进
各类项目 40个，其中投资 1亿元以上项目
20 个，投资 10 亿元至 50 亿元项目 3 个，投
资50亿元至100亿元项目2个、超100亿元
项目1至2个。 （王芊芊 欧阳苑汶）

赣州经开区：打响新年招大引强“第一枪”

广西恒和智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兴饶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西恒和智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西兴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广西恒和智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其对公告所列清单借款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及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江西兴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公告清
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债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江西兴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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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广西恒和智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兴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19日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主债权合同

小企业借款合同编号：2014 年
（横峰）字 0029 号、2014 年（横
峰）字0080号、2014年（横峰）字
0081 号、2014 年（横峰）字 0096
号、2014年（横峰）字0106号

借款人
名称

江西强
力水暖
设备有
限公司

担保人名
称

江西强力
水暖设备
有限公司、
齐六瑛、郑

德良

债权本金
余额

10400000

离休干部、江西省儿童医院原党总支书记钱岐山同志
〔享受副厅（局）级政治、生活待遇，副省（部）长级标准报销
医疗费〕，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2 月 15 日在南昌逝世，
享年92岁。

钱岐山同志系江苏射阳人，1944年 12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钱岐山同志逝世

退休干部、原南昌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李金楼同志
（副厅级），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2 月 16 日在南昌逝世，
享年77岁。

李金楼同志系江苏宿迁人，1970年8月参加工作，1979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金楼同志逝世

退休干部、原抚州市人大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曹二俚同志
（正地级），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1 年 2 月 13 日在抚州逝世，
享年80岁。

曹二俚同志系江西南城人，1960年5月参加工作，1964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曹二俚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 2月 18日电 （记者温馨、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说，春节
期间，中方对外提供和援助新冠疫苗的脚
步也没有停歇，向津巴布韦、土耳其、秘
鲁、摩洛哥、塞内加尔、匈牙利、阿联酋等7
国交付了疫苗。中方将继续同各方加强
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合作，为夺取全球
抗疫斗争最终胜利作出中国的贡献。

华春莹是在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有关提问时作上述表示的。

华春莹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正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所指出
的，没有比人民至上更重要的原则，也没有
比生命至上更优先的考量。中方言出必
行，一直在切实践行习近平主席的重要宣
示，致力于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促进
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她表示，中方率先加入世卫组织“全球
合作加速开发、生产、公平获取新冠肺炎防
控新工具”倡议，积极同10多个国家开展疫
苗研发合作，共计100多个不同国籍的超过
10万名志愿者参与其中。中国加入并支持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应世卫组织请
求，中方决定向“实施计划”先提供1000万
剂国产疫苗，用于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急
需。中方已向53个提出要求的发展中国家
提供疫苗援助。中方支持有关企业向急需
获取疫苗、认可中国疫苗、已授权在本国紧
急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出口疫苗，已经和
正在向22个国家出口疫苗。同时，中国积
极发挥产业链优势，支持和协助其他国家
在华或在当地加工、生产疫苗产品，助力提
升全球产能。中方决定参加维和人员新冠
疫苗之友小组，并向联合国维和人员捐赠
疫苗。

华春莹说：“春节期间，我们对外提供
和援助疫苗的脚步也没有停歇，向津巴布
韦、土耳其、秘鲁、摩洛哥、塞内加尔、匈牙
利、阿联酋等 7 国交付了疫苗。匈牙利等
多国领导人到机场迎接，对中国援助和提
供新冠疫苗表示衷心感谢。”

华春莹表示，在各国政府、企业和科
学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新冠疫苗正在以
创纪录的速度研发和生产，但也存在亟须

解决“产能赤字”和“分配赤字”的问题。
各方应该携手抵制疫苗“民族主义”，促进
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尤其是实现在发展中
国家包括冲突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中方开展新冠疫苗国际合作，就是
让新冠疫苗真正成为全球公共产品。中
方将继续同各方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
域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夺取全球抗疫斗争最终胜利作出中国
的贡献。”华春莹说。

新华社联合国 2月 17日电 （记者尚
绪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7日提议二
十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紧急特别工作组，
筹备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新冠
疫苗分配公开辩论会上提出这一倡议。
他说，现有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旨
在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疫苗，应该得到足
够的资金支持。但是，仅有“新冠肺炎疫
苗实施计划”是不够的，应该成立“全球疫
苗接种计划”，凝聚科学知识、生产能力和
资金支持。他提议由二十国集团牵头成

立一个紧急特别工作组，筹备建立这一计
划，并协调该计划的落实和筹资。

他说，二十国集团特别工作组应该包
含所有有能力研发和生产新冠疫苗的国
家、世界卫生组织和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等
专业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应该能够动员
制药、物流和其他行业巨头。

古特雷斯说，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
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必须保证所
有地区所有人能够尽快接种新冠疫苗。
目前，疫苗接种存在地区严重不均衡、不
公平现象，10个国家的疫苗接种量占全球
总接种量的 75%，而 130 多个国家迄今还
没有开始接种新冠疫苗。

他说，如果允许新冠病毒继续在不发
达地区肆虐，病毒将不断变异，可能产生
更易传播、更致命、使目前的疫苗和诊断
失效的变异病毒。这种情况将延长疫情，
发达地区也将再次受冲击，全球经济复苏
也将延缓。他表示，国际社会团结起来，
就能确保疫苗的充足供应、公平分配，建
立对疫苗的信心，并战胜新冠病毒。

美国得克萨斯州因冬季风暴引发的
大面积停电17日进入第三天，寒潮中数以
百万计民众无法取暖，120 万民众家中断
水或只是偶尔有水。得州官员预期这样
的状态将持续至本周末。

“灾中之灾”
得州官员说，全州仍有 270 万用户断

电。由于天然气井和管道以及风力发电
机风轮因冰冻无法正常运行，得克萨斯失
去 40%的发电能力，且低温天气预计持续
到本周末，恢复供电将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停电导致自来水厂设备无法运行，得
州超过100个县的民众被告知需要将自来
水煮沸后饮用。得州最大城市休斯敦等
地一些医院已无水可用。得州官员 17 日
晚说，得州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在接下来
的24小时内将经历新一轮雨雪过程。

寒冷天气中，一些民众面临两难选
择：要么待在冰冷漆黑的家中、忍受断水
的不便，要么冒着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前
往当地避难中心。“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
灾中之灾，”哈里斯县法官莉娜·伊达尔戈

告诉路透社记者，“（灾害）连锁效应无法
避免。”美联社报道，超过30人的死亡被认
为与这次极端天气有关，其中一些人取暖
时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冰冷与沉默
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在一场记者

会上说，得州南部一个核电站预期17日晚
恢复运行，加上一些火力发电厂恢复发
电，40万用户将恢复供电。

一些人士质疑负责得州绝大部分电
力供应的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管理
不力，没有重视联邦政府在2011年一次类
似寒潮过后提出的警告，对得州电力基础
设施进行冬季适应性改造。阿伯特要求
对这个委员会启动调查。

阿伯特说：“得克萨斯州每一个电力
供应方都因低温或设备故障受到影响。”

45岁的得州韦科市居民劳拉·诺埃尔
说，家里 15 日凌晨开始就一直停电，一家
人只能穿上厚厚的衣服保暖，还时不时到
自家的车上取暖。“我们从来没经历过这
么冷的天气，到处都是冰，”诺埃尔说，相

关机构为保护电网采取轮流停电的措施，
但缺乏与民众的沟通，“只有沉默”，至少
应该“告诉我正在发生什么。”

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系统运行
高级总监丹·伍德芬说：“眼下最好的设想
是，今天或明天我们能至少做到让所有用

户每次停电不长于30分钟或1个小时。”
在恢复供电之前，人们只能各自想

辙。57岁的无家可归者特里尔比·兰德里
到休斯敦一家家具店避寒。“我们在这里
凑合（几天），他们让我们睡在沙发上、椅
子上。人们都想回家。”（据新华社专特稿）

外交部：春节期间中方向7国交付了新冠疫苗，将继续同各方加强在疫苗、防控等各领域合作

为夺取全球抗疫斗争最终胜利作出中国的贡献
联合国秘书长提议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

2月17日，人们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敦排队等待为丙烷罐充气。 新华社/美联

冬季风暴引发大面积断电断气断水，一些居民冒着感染新冠病毒风险前往当地避难中心

美得州百万民众寒潮中面临“灾中之灾”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7
日电（记者熊茂伶 檀易晓）
美国商会 17日发布报告说，
如果美中全面“脱钩”，美国
利益将严重受损。报告呼吁
政策制定者认真审视两个经
济体之间的深度关联，根据
事实和数据制定更合理、
更有针对性的对华政策。

这份报告由美国商会
中国中心和荣鼎咨询集团
联合发布，分析了美中“脱
钩”可能在贸易、投资、人员
流动等领域给美国经济带来
的负面影响。

报告显示，如果25%的关
税扩展到所有双边贸易领域，
到202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每年将损失 1900 亿
美元。在投资领域，如果“脱

钩”造成美国企业在华外国
直接投资（FDI）存量减少
50%，美国投资者每年将损
失250亿美元资本利得。

报告分析了美国几个重
要行业的具体损失。例如，
在民用航空领域，完全切断
对华销售将使美国飞机制造
和民航服务领域每年损失
380 亿至 510 亿美元，16.7 万
至 22.5 万个就业岗位将流
失。在美国半导体行业，失
去中国客户将使该行业损失
540 亿至 1240 亿美元，危及
超过10万个就业岗位。

报告主笔人在17日举行
的一场远程发布会上说，美
国完全与中国“脱钩”或者切
断大部分与中国的经济接触
成本非常高昂。

美国商会报告：

与中国“脱钩”
将重创美国重要行业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7
日电（记者许缘、高攀）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17日公布的
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官员一致认为将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宽松
货币政策，以帮助美国经济
从新冠疫情的重创中复苏。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
员会成员认为，目前美国经
济状况远未达到美联储设定
的长期目标，且“可能还需要

一段时间”才会取得进一步
实质性进展，“未来的道路充
满不确定性”。在达成目标
之前，美联储维持目前的货
币政策立场“对促进经济进
一步复苏至关重要”。

美联储官员指出，尽管
自去年 3月实施量化宽松措
施以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已接近7.5万亿美元，但有必
要继续保持宽松政策，从而
为经济提供实质性支持。

会议纪要显示

美联储将长时间保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
外贸数据显示，2020 年欧盟
27 国与中国货物贸易在疫
情中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
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
易伙伴。欧洲多国经济界人
士表示，中国跃升为欧盟第
一大贸易伙伴充分体现了欧
中经贸合作的强劲韧性，有
利于全球供应链稳定及世界
经济复苏。

比利时-中国经贸委员
会主席德威特表示，欧盟和
中国是世界两大市场，促进
彼此间的贸易、实现经济共
同发展对所有人都有益。他
说，对于全球来说，目前最重
要的是让经济从疫情中恢
复，欧中继续加强往来，深化
经贸合作，寻找更多共同立

场，对于双方乃至全世界来
说都有好处。

德国华析咨询公司高级
分析师约斯特·维贝克对记
者表示，中国在欧盟经济回
归正常过程中扮演“十分重
要的角色”，一些欧洲企业，
尤其是汽车和奢侈品行业企
业，正受益于不断复苏的中
国市场。他认为，中国超越
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并不是一件“令人意外的事
情”。中国是德国机械、汽车
和汽车零部件、电子设备和
化学品的重要出口目的地。
同样，欧洲也是“中国制造”
的巨大市场。随着跨境电商
兴起，中国电商平台在欧洲
影响力越来越大。

（据新华社2月18日电）

中国成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欧洲多国经济界人士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