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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国家的大
客户竟然发生违约”

该财务经理告诉记者，该企
业主要生产家用电器，主要出口
拉美国家、南亚、东南亚、中东、
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出口订
单较充足，2017年完成出口额近
2亿美元。虽然今年国际贸易形
势不容乐观，但凭着十几年的新
兴市场开拓积淀，该企业今年出

口订单量仍与去年基本持平，没
想到今年遇到赖账风险。

据介绍，2018年以来，阿根廷
货币遭遇大幅贬值，仅今年1-9
月份，阿根廷比索兑美元的汇率
跌幅接近 50%。阿根廷货币汇率
的大幅贬值，一方面导致当地买
家需要支付更多的比索去进行贸
易结算，采购成本大幅提高、利润
减少，因此买家弃货或者拒收货

物的几率就大幅提高；另一方面，
汇率大幅贬值使当地经济环境恶
化，买方经营环境变差，资金周转
压力大，拖欠的概率也提高。

该财务经理表示，阿根廷是
该企业的重要出口国之一，占该
企业出口总业务的 10%，该企业
在阿根廷拥有一批合作多年的
重要老客户，之前双方的合作一
直非常愉快。该企业这 4宗被逾
期欠款的采购商都是该公司有
十几年合作关系的老客户，而且
也是阿根廷当地排名靠前的大
客户。这些采购商多次向该企业
诚恳解释，但最终也没法付账。

“想不到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客户
竟然也发生违约，我们在无奈之
下只能向中国信保报损。”

■出口企业应警惕新
兴市场出口风险

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中山
营业部总经理关松涛告诉记者，
接到南头该企业报损之后，中国
信保运用自身具备的供应商平台
和海外法律等专业渠道向买方施
压，协助该企业追回货款；同时启
动相应的索赔应急机制，收集该
企业与阿根廷该买家的交易单证
和信息，并委托渠道进行勘察，核
实交易债权债务关系等，勘察完
毕和核实相关贸易信息后及时予
以赔付。目前，该企业报损的4个
案件中已有3个共获赔付500多
万美元，累计赔付金额为损失金
额的 90%，有效帮助企业减少损
失，发挥了风险保障作用。

关松涛表示，由于美联储加
息缩表收紧美元流动性，再加上
全球经济环境不明朗等因素影
响，今年以来，世界各大洲的出险
率都出现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拉
美国家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出险率

增幅明显。中山出口企业在出口
贸易项下的报损案件增加，且金
额明显扩大。今年以来，中山营业
部共受理276件报损案件，同比增
3.8%；涉案总金额5403万美元，同
比增89.4%；报损案件主要集中在
拉美、中东等新兴国家。

中国信保对中山出口企业
防范风险有几点建议：随着全
球经济不稳定性因素的加剧，大
买家破产的案例接踵而至，出口
企业要密切关注大买家的收汇
情况；慎重评估新买家资信情
况，建议出口企业可通过中国信
保资信调查及时掌握新买家资
信情况；近期国际贸易诈骗案件
频发，出口企业要多渠道交叉辨
别新买家真实性，首宗交易建议
通过新买家公司账户支付一定
比例的预付款。

本报记者 黄标
通讯员 谭旭辉

保险机构护航 企业畅游新兴市场
“幸好有中国信保的帮助，否则我们这次就损失惨重了，数百万

美元打水漂呀，这将对我们公司造成多大的冲击呀！”12月5日，南
头镇商会某会员企业财务经理给记者讲述了该企业遇到的麻烦事：
该企业出口阿根廷的4宗货品遭遇欠账，经向中国出口信保报损之
后，目前有3宗货品已获赔付款数百万美元。

记者采访发现，去年以来受美联储持续加息并收缩资产负债表
（QT）的影响，越来越多资金从新兴市场国家撤离，新兴市场国家货
币汇率出现大幅震荡，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采购商的财务状况恶化，中
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贸易也受到影响，买家对中国出口企业赖
账现象剧增，中山企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风险不断加剧。

本报讯（记者 陈伟波）11 月
30日，中山河源商会举行第二届
理事会就职晚会暨会所落成典
礼，并同步启动了“万企帮万村”
精准扶贫项目，中山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梁丽娴，河源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叶少军出席当天
的活动。

据了解，目前中山河源商会
拥有 300多家会员企业，其中上亿
规模会员企业 30余家。过去 4年，
中山河源商会秉承“致力于源商
企业健康发展”的宗旨，不忘初
心、壮大成长、反哺社会，商会协
助会员企业打造了近 30个源商品
牌，制定了“向日葵”圆千名贫困
学子上学梦助学计划，先后共资

助了 600余名贫困学子圆梦，并为
公益事业捐献 500余万元。

“在‘向日葵’计划的基础上，接
下来我们还将做好‘万企帮万村’精
准扶贫项目。”连任新一届会长的黄
经胜表示，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项目，旨在推动会员企业为各
地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奔小康贡献
力量。

当晚，中山河源商会还与东
凤珠江村镇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协助会员企业更高效地获取
金融机构的服务支持。接下来，中
山河源商会还将继续做好服务，
努力实现“打造 100个源商品牌”
目标，为中山、河源两地的经济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民众商会配合相关部门

检查企业员工食堂
本报讯 日前，民众镇商会秘书处受邀

参加由民众镇食品药品监督所牵头开展的
“全民查餐厅”行动，分别到国电中山燃气发
电有限公司和中山市德马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对员工食堂的食品安全工作进行检
查。通过检查，民众镇商会进一步了解企业
员工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情况，并对企
业提高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水平提出意见和
建议。

从 8 月中旬开始，民众镇食药监所启
动为期近半年的“全民查餐厅”工作，通过
邀请市民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行动，
提升市民对餐饮食品安全的认识，形成食
安中山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本次“全民查
餐厅”的检查范围覆盖企业饭堂的经营许
可管理、人员管理、场所环境、清洗消毒、食
品索证索票等方面，严密排查食品卫生隐
患，确保饭堂用具和食品符合卫生要求，为
企业员工营造安全卫生的用餐环境。

（黄标 吴顺兴）

城南客运站、城轨中山北站、城轨中山站
三个公交枢纽站广告牌经营权转让公告

一、项目编号：181200A0JY08。
二、转让标的：城南客运站、城轨中山北站、城轨中山站三个公交枢纽站

广告牌经营权（标的转让底价、竞价保证金、使用年限详见网站公告附件）。
三、受让资格条件：受让方须为中国大陆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具有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经营范围的企业法人。
四、公告起止日：2018年12月7日至2018年12月20日。
五、受让意向登记地址及联系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13号帝璟东方园7至12幢二层28

卡至31卡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产权交易服务窗口。联系人：黄先生，电话：0760-
88226231 。

请有意向的投资者登录中山产权交易网：http://www.zhshcq.com/了解该交易项目的
详细内容和下载相关表格。

中山市公共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7日欢迎 业务委托来人
来电

通 知
我公司中山市伟星灯饰有限公司（罗洪枝）与中山市神湾镇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1年6

月11日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协议》，受让的位于中山市神湾镇神湾港出口加工区的用地；另
我公司中山市美星工业有限公司（罗洪枝）与中山市神湾镇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4年2月6
日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受让的位于中山市神湾镇神湾港工业园北区，面积约
为7亩的工业用地。现中山市伟星灯饰有限公司、中山市美星工业有限公司及罗洪枝已将上
述协议中的部分土地权益依法转让给林锦华、麦新照和黄小博，具体如下：1、于2001年6月
11日以中山市伟星灯饰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山市神湾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
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围堤边25米范围的土地权益和地上附着物；2、于2004年2月6日以
中山市美星工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中山市神湾镇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
协议》中约定7亩工业用地的土地权益和地上附着物。

对上述土地权益的转让，如有债权债务或权属争议者，自本公告日起15天内向本公司
或本人提出。特此通知。

中山市伟星灯饰有限公司（罗洪枝）
中山市美星工业有限公司（罗洪枝）

2018年12月7日

中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公告
受送达人:

根据《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及《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

2014）的规定,本会对工伤职工作出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现因无法送达鉴定结论给你，根据《广东省工伤保

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本会对鉴定结论以公告形式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鉴定结论，可在结论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会申请复

查；也可在结论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广东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公告明细如下：

本会地址：中山市民生路38号（民生大厦1301）；电话：0760-88221000

工伤职工

段新发

王贵平

宋祖华

徐新忠

李群洁

身份证号码

43048119631012XXXX

41062119641105XXXX

43072519760113XXXX

41302319741022XXXX

44062019680703XXXX

受送达人

中山市大涌镇利富制衣厂

徐州天远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兴泉机电工程
有限公司

中山市钜源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中山开放大学

劳鉴号

中劳鉴[2018]
03846号

中劳鉴[2018]
01263号

中劳鉴[2018]
03011号

中劳鉴[2018]
02757号

中劳鉴[2018]
02900号

伤残级别

不达级

七级

十级

十级

九级

《中山市小榄镇C分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14-2/01、
C14-3/01局部地块调整（公益性用地调整）》《中山市小榄
镇工业区（第三期）控制性详细规划 3Q-D06局部地块建
筑高度及密度调整》《中山市小榄镇Q分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Q15-1-01局部地块建筑限高调整》等三个规划调整草
案已通过有关部门和专家的审查程序。根据《中山市城市
规划公开规定》，现予以公示。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30日内,广大市民或与之存在相
关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可在小榄镇行政服务中心D区电
视公示屏和小榄镇政府网站（http://www.zs.gov.cn/xlz）查
阅规划情况，也可向小榄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提交书面意
见与建议。

联系人：屈小姐
联系电话：22118812
电子邮箱：XL22118812@163.com

中山市小榄镇人民政府
2018年12月7日

关于中山市小榄镇 C14- 2/01、
C14-3/01、3Q-D06、Q15-1-01
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公示

中山市河源商会不忘初心反哺社会

启动“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项目

南头镇商会一会员企业发生4宗出
口报损案，已获中国信保赔付500万美元

中国服装协会

调研大涌服装产业
本报讯 日前，中国服装协会副秘书长

李昕一行三人来到中山大涌镇调研牛仔服
装产业发展情况，大涌镇政府领导以及大涌
镇工商联（商会）主席萧志豪、大涌镇服装行
业协会执行会长萧耀程、大涌镇服装行业协
会副会长彭敬恩等参加座谈。

交流座谈会上，大涌镇经信局局长郑献
辉介绍了大涌镇产业的基本情况，与会人员
对大涌镇牛仔服装行业的发展现状和面临
困境,以及牛仔服装产业如何走出困境的途
径进行了探讨。李昕对大涌镇牛仔服装产业
发展工作表示肯定，建议大涌镇地方政府和
行业协会加大力度促进提升服装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实现业态创新和提质增效；并希
望行业协会之间未来继续加强交流，拓宽合
作思路。 （黄标 伍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