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31日 星期三

视觉设计：廉 艳 校对：徐 颖公告
GONGGAO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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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沈阳旺力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辽宁旺力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东港市锦江食品开
发有限公司

东港市泰琨精铸有
限公司

黑山县富洪粮食贸
易有限公司

黑山县立义粮食贸
易有限公司

锦州圣恒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营口东北亚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营口市四方管件有
限公司

营口市四方金属管
业有限公司

营口中信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营口和泰供热有限
公司

营口福泰昌经贸有
限公司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
区金帛煤炭有限公
司

债权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2011 年（抚 房）字 第 02- 0009
号；2014 年 12 月 5 日签订的无
编号《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2016年（抚房）字第02-0001号

07060088- 2013 年（开 发）字
0005 号；07060088-2013 年（开
发）字 0016 号；07060088-2013
年 （ 开 发 ） 字 0021 号 ；
07060088- 2013 年（开 发）字
0035号

2017年(东港)字00062号

2016年(东港)字00077号

0070800041- 2016 年 ( 凌 河) 字
00013 号；0070800041-2017 年
(展)字0001号

0070800041- 2017 年 ( 凌 河) 字
00002号

0070800025- 2017（洛 阳）字
00015号

0070900037- 2016 年 ( 桥 市) 字
00044号

0070900020-2016 年（外汇）字
00115号

0070900029-2016 年（新华）字
00012号

0070900020-2016 年（外汇）字
第 00046 号；0070900020-2017
年（展）字0007号

0070900034- 2015 年 ( 新 区) 字
0006 号 ；0070900034- 2017 年
(展)字0013号

0070900020-2016 年（外汇）字
第 00098 号；0070900020-2017
年（展）字0008号

0070900034-2016 年（新区）字
第 00027 号；0070900034-2017
年（展）字0002号；0070900034-
2017 年（ 展 ）字 0030 号 ；
0070900034-2016 年（新区）字
00027号

担保人名称

抵押人：沈阳旺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旺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学
纯、金小伟、叶山辉、姚云生

抵押人：辽宁旺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
旺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旺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郑学
纯、金小伟

抵押人：东港市锦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忠诚、秦美娟

抵押人：东港市泰琨精铸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春梅、刘春运、赵文庆

抵押人：许洪臣
保证人：辽宁富洪商务宾馆有限公司、许兰
芳、许洪臣

抵押人：张立斌、陶贺秋、李金艳、李宇韬
保证人：张立斌、陶贺秋、李金艳、李宇韬

抵押人：锦州圣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齐振
国、孙秀玲
保证人：程春林、刘忠梅、齐振国、孙秀玲
抵押人：吴琪
保证人：冯震、冯亮、赵娜

抵押人：营口市四方管件有限公司
保证人：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陈
万金、丁春兰

抵押人：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营口市四方管件有限公司、陈万
金、丁春兰、丁吉福、焦秋菊

质押人：营口中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营口国华石化有限公司、于斌、刘
波、何军、蔡芳

质押人：营口和泰供热有限公司、营口经济
技术开发区金禾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营口和泰供热有限公司
保证人：朱廷芳、于英华、张居正、乔艳凤

质押人：营口福泰昌经贸有限公司
保证人：姜永红、叶世春

质押人：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帛煤炭有
限公司
保证人：马双、纪维库、张艳敏、张天政、张
锦、马勇

担保合同编号

2011 最高抵字 02-009 号；2014 年（抚抵）字第 02-006 号；2016 年（抚最高抵）字第
02-0001号；2016年（抚抵）字第 02-0001号；2014年 12月 5日签订的无编号《最高
额抵押合同变更协议》；2014年12月5日签订的无编号《抵押合同变更协议》；2011

（抚最高保）字第 02-009号；2016年（抚最高保）字第 02-0001号；2014年 12月 5日
签订的无编号《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协议》担保承诺书2011年12月7日（郑学纯、
金小伟、叶山辉、姚云生）

07060088-2013 年开发（抵）字 0002 号；07060088-2013 年开发（抵）字 0024 号；
07060088-2013 年开发（抵）字 0026 号；07060088-2013 年开发（抵）字 0043 号；
07060088-2014 年开发（抵）字 0002 号；07060088-2015 年开发（抵）字 0003 号；
07060088-2015 年开发（抵）字 0063 号；07060088-2015 年开发（抵）字 0064 号；
07060088-2016 年开发（抵）字 0011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30131；担保承诺书
2013年1月7日（郑学纯、金小伟）

2017年东港（抵）字0029号；担保承诺书2017年6月7日（张忠诚、秦美娟）

2016 年东港(抵)字 0012 号；担保承诺书 2016 年 9 月 19 日（刘春梅、刘春运、赵文
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函2016年9月12日（刘春梅、刘春运、赵文庆）；
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承诺函2016年9月19日（刘春梅、刘春运、赵文庆）

0070800041-2016 年凌河(抵)字 0011 号；2016 年 6 月 15 日签订的无编号《保证合
同》；担保承诺书2016年6月15日（许兰芳）；连带还款责任保证承诺书2016年6月
15日（许兰芳、许洪臣）；承诺书2016年6月15日（许洪臣）

0070800041-2017凌河(抵)字0002号；0070800041-2017年凌河(抵)字0001号；连带
还款责任保证承诺书2017年3月18日（张立斌、陶贺秋、李金艳、李宇韬）

0070800025-2017 年洛阳（抵）字 0003 号（个人）；0070800025-2017 年洛阳（抵）字
0003号（企业）；担保承诺书2017年6月3日（程春林、刘忠梅、齐振国、孙秀玲）

0070900037-2016年桥市(抵)字0021号；担保承诺书2016年8月9日（冯震、冯亮、赵
娜）

0070900020-2016年外汇（抵）字0052号；0070900020-2016年外汇（保）字0052号；
担保承诺书2016年12月28日（陈万金、丁春兰）

0070900029-2016年新华（抵）字0011号；0070900029-2016年新华（保）字0011号；
担保承诺书2016年4月25日（陈万金、丁春兰、丁吉福、焦秋菊）

0070900020-2016年外汇（质）字0025号；0070900020-2016年外汇（保）字0025号；
担保承诺书 2016年 8月 26日（于斌、刘波、何军、蔡芳）；担保承诺书 2017年 5月 25
日（于斌、刘波、蔡芳）；担保承诺书2017年5月26日（何军）

0070900034-2015年新区（质）字0004号；0070900034-2015年新区（质）字0007号；
0070900034-2015年新区（抵）字0006号；0070900034-2015年新区（保）字0006号；
0070900034-2015年新区（保）字0007号；担保承诺书2015年3月26日（朱廷芳、于
英华）；担保承诺书2017年6月29日（张居正、乔艳凤）

0070900020-2016年外汇（质）字0043号；担保承诺书2016年9月7日（姜永红、叶世
春）；担保承诺书2017年6月26日（姜永红）

0070900034-2016 年（新区）质字 0013 号；担保承诺书 2016 年 9 月 5 日（马双、纪维
库、张艳敏、张天政、张锦、马勇）；担保承诺书2017年3月15日（马双、纪维库）；担保
承诺书2017年3月21日（张艳敏、张天政、张锦、马勇）；担保承诺书2017年11月27
日（马双、纪维库、张艳敏、张天政、张锦、马勇）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贷款本金余额

44942693.03

191571000.00

15500000.00

13850000.00

16000000.00

1490000.00

24000000.00

4449400.64

5499900.00

20999633.57

11099705.30

82899972.97

3300000.00

9889999.71

458902305.22

贷款利息余额

7191520.89

26386002.39

458919.91

488712.09

539119.53

522429.28

756762.13

240187.58

266950.79

1260591.48

739609.67

1831247.43

104422.42

150421.52

40936897.11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于2018年4月
27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已将其依法享有的下列清单中的借款人、担保
人与其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相应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
司。根据资产转让协议中交易基准日（即2018年3月31日）的规定,本公告所示利息为截至该基准日所计算的利息
数额。债务人实际应支付的利息数额应计算至其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不以交易基准日利息为限。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的债务人和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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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3”工程桥头2号营区装

配式库房新建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本溪市；
招标规模：新建车、炮类装备库房15036

平方米，一层钢结构；
合同估价：约 2952 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17 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https://

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罗助理
电话：13214143923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94部队营建办
2018年10月24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4”工程施工监理项目；
项目地点：辽宁省丹东市；
招标规模：新建 13.99 万平方米、整修

4.87万平方米，配套完善相关附属设施，总投
资4.19亿元；

合同估价：约 35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1 月 1 日

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

plap.cn查询。
联系人：田助理
电话：0415-2350461 15004157017

贾助理
电话:0415-2350332 16604151506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65735部队
2018年10月25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4”装备库房及配套用房

新建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丹东市；
招标规模：营区占地面积约675亩，新建

装备库房4栋（面积18610平方米）、配套用房
2栋（面积 2082平方米），共计 20692平方米，
钢结构装配式营房。

合同估价：4000万元；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1月1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

plap.cn查询。
联系人：田助理
电话：0415-2350461 15004157017

贾助理
电话:0415-2350332 16604151506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65735部队
2018年10月25日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
香雪”）拟定于2018年11月20日在沈阳召开股东
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1月20日9时
（三）会议地点：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四楼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利润分配方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至 2018 年 11 月 19 日在本公司登记
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
加表决。

（二）有权出席和表决的股东可以委托股东
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范本可到本
公司人事行政处领取。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式

（一）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
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能证明
其具有法定代理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
身份证、法人股东的法定代理人依法出具的书面
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二）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出具本
人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等股权证明；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委托人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委托人持股凭证。

（三）上述会议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
自然人股东材料复印件需自然人股东签字；法人股

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法人股东公司公章。
（四）登记时间：2018年11月20日8:00—9:00。
（五）登记地点：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

四楼会议室。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在本公司备置，如有
需要请向本公司人事行政部索取。

（二）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沈阳辉山经济开发区辉山大街

158号。
会务常设联系人：曹月
电话：024-88080099
传真：024-88081000

（三）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9日

沈阳香雪面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兴城市隆兴空心砖厂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 ，注 册 号 211481600234002 核 准 日 期

2016年4月7日，声明作废。

▲爱思特空调净化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辽)JZ安许证字[2018]012100 安全生产许

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安廷贵取暖费发票丢失，发票代码：

2100164320；发票号：09757295，特此声明。

▲ 魏 玉 国 取 暖 费 发 票 丢 失 ，发 票 代

码 ：2100162350；发 票 号 ：13070808，特

此声明。

▲沈阳花卉基地淑芹金鱼养殖场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2101123220139，声明作废。

▲辽宁瑞雨计量检测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机 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代 码

G13210101046128905，声明作废。

▲兴城市东辛庄海生食杂店营业执照正

本丢失，注册号：211481600142921,核准日

期：2013.3.15,声明作废。

▲凤城市瑞锦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

丢失，证号 C210000200905412001934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央、省、地方三个资质国有产权交易平台

大连市旅顺口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大连产权交易所

大连融汇产权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2018年第3104号

受有关单位委托，将于2018年11月9日
14:00在大连产权交易所指定网络交易平台以
动态报价方式，对 3 台车辆分别进行公开拍
卖，标的现状以现场展示为准，具体信息详见
大连产权交易所网站（网址：www.daee.cn）。

展示时间地点：2018年11月5日至11月
6日，详见大连产权交易所网站

项目咨询：殷女士 0411-62685826，李女
士0411-65851264，18640816900

项目报名：0411-65850566

公告撤回
委托方大连海事法院决定，撤回大连金

硕拍卖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11月8日拍卖

会的拍卖公告。内容为刊登在《辽宁日报》，

2018 年 10 月 10 日 12 版的拍卖公告和 2018

年 10 月 24 日 15 版的更正公告。具体拍卖

信息另行通知。

大连金硕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