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资产批量转
让协议》（合同编号：中长资辽合字[2018]182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合同、保证合同、抵（质）押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并要求公告清单中所
列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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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6日

公告清单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基准日:2018年8月30日

招标公告
监理项目全称：32126部队工程施工监理招标
项目地点：辽宁沈阳、大连；山东荣成；黑龙

江黑河；
招标规模：
1.沈阳姚千户院区含训练基地，新建营房约

35000平方米，整修营房46000平方米以及附属配
套工程（含储加油设施）；

2.大连大孤山院区整修营房约 1675平方米
以及附属配套工程；

3.荣成石岛院区整修营房约 1700平方米以
及附属配套工程；

4.黑河西岗子院区新建营房约3600平方米以
及附属配套工程（含储加油设施）。

合同估价：约27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7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

plap.cn)查询。
联系人：龙翔 电话：15642040763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26部队
2018年11月1日

招标公告
施工项目全称：32126部队姚千户院区工程施工
项目地点：辽宁沈阳
招标规模：
1 标段，新建营房 7 栋约 14000 平方米，整修营

房13栋、约26000平方米，1至4层，框架、砖混结构。
2标段，新建营房8栋约21000平方米，整修营房

7栋、约20000平方米，1至4层，框架、砖混、钢结构。
3标段，新建整修管网约2500米，完善供水、排水、

供暖、消防等设施改造，煤改电供暖方式改造，新建整
修道路约17000平方米，场坪硬化约36000平方米，整
修综合训练场1座，完善营区安防、照明和绿化工程。

合同估价：标段1约5000万元，标段2约6000万元，标
段3约450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11月7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plap.

cn)查询。
联系人：龙翔 电话：15642040763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26部队
2018年11月1日

债权转让公告
丹东市东港铜套厂：

经辽宁大元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卖，丹东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已将对丹

东市东港铜套厂享有的全部债权（本金、利息、

罚息及其他费用）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受让人丹东乐旭贸易有限公司，自

2018年11月2日起，丹东乐旭贸易有限公司有

权行使债权人一切权利，请相关债务人、担保人

自公告之日起向受让人履行相应义务。

特此公告

丹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日

封路通告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张庄线喜鹊大岭隧道及引线新建工程(原张庄线K148+450－K15l+

850)(现辽庄线K143+189—K146+589)处，经上级公路部门批准于2018年实施工程施工，因工程需

要，对(原张庄线K144+700—K155+700)(现辽庄线K143+439—K150+439)处实施全线封闭，封闭

日期为2018年11月9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在封闭交通期间内，如果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谢谢合作!

绕行路线：

岫岩←→龙门方向：

岫岩(辽庄线)←→苏子沟镇(苏大线)←→大房身村(龙王线)←→龙门村(辽庄线)

鞍山市公路管理处

岫岩满族自治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11月6日

2018年11月6日 星期二

视觉设计：铁 娜 校对：白晓菲公告
GONG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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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洛斐尔建材
(沈阳)集团有

限公司

阜新永生解放
专用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

沈阳北恒新材
料有限公司

阜新森化木业
有限公司

辽宁盛隆钢结
构制造有限公

司

鞍山太阳锻造
实业有限公司

鞍山海量有色
金属材料制造

有限公司

沈阳兴隆大家
庭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沈阳兴隆一百
商业有限公司

辽宁兴隆百货
集团有限公司

盘锦兴隆大厦
二百有限公司

阜新兴隆大家
庭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

营口兴隆百货
有限公司

满孚首成（本
溪）实业有限

公司

本溪汇佳源实
业有限公司

大连沈宏贸易
有限公司

本金

69,325,208.16

159,994,981.01

86,898,249.11

75,000,000.00

8,300,000.00

169,306,706.72

24,689,982.00

198,720,000.00

49,680,000.00

79,607,974.36

22,981,423.10

58,006,255.73

156,500,000.00

449,875,605.33

47,999,171.93

89,798,900.00

1,746,684,457.45

利息

4,379,722.17

13,009,757.95

5,044,867.84

2,308,883.47

197,453.12

10,131,948.16

9,304,119.09

4,936,864.39

1,234,216.10

2,038,960.56

525,738.76

1,409,838.50

3,945,265.96

58,159,380.55

8,474,966.70

12,887,409.57

137,989,392.89

本息合计

73,704,930.33

173,004,738.96

91,943,116.95

77,308,883.47

8,497,453.12

179,438,654.88

33,994,101.09

203,656,864.39

50,914,216.10

81,646,934.92

23,507,161.86

59,416,094.23

160,445,265.96

508,034,985.88

56,474,138.63

102,686,309.57

1,884,673,850.34

垫付费用

446,439.00

890,598.00

623,267.00

427,825.00

77,170.00

1,590,533.24

207,326.00

-

-

-

-

-

-

2,354,843.48

299,581.81

508,350.00

7,425,933.53

担保
方式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质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保
证

抵押、质
押、保证

抵（质）押人

洛斐尔建材(沈
阳)集团有限公司

阜新永生解放专
用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沈阳北恒新材料
有限公司

阜新森化木业有
限公司、彰武鑫中
瑞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辽宁盛隆钢结构
制造有限公司

鞍山太阳锻造实
业有限公司

鞍山海量有色金
属材料制造有限

公司

阜新兴隆大家庭
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盘锦兴隆宝通实
业有限公司、营口
兴隆百货有限公

司

盘锦兴隆大厦三
百有限公司

盘锦兴隆大厦三
百有限公司

阜新兴隆大家庭
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

营口兴隆百货有
限公司

四川长恒投资有
限公司、本溪俊安
艺雕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

满孚首成（本溪）
实业有限公司

吐鲁番沈宏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新
疆沈宏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沈
宏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保证人

容劲光、田新

阜新永生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阜新之星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阜新市熔德物资有限公司、
阜新现代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蔺新生、苏立

伟

沈阳北恒铜业有限公司、沈阳恒通线缆有限
公司、沈阳庆升线缆有限公司、阜新北恒高

速铁路器材有限公司、孔矛、张敏

邢自强、刘晓丹

邹英林、王晓阳

上海宇威轴承有限公司、哈尔滨哈轴通用轴
承制造有限公司、福州宇威轴承集团有限公
司、杭州哈通轴承制造有限公司、中弘轴承

（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哈通实业有限公
司、洛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宇威实业
有限公司、上海中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魏
诚同、李雪香、魏诚安、郭华钦、魏诚华、魏雅

珠

辽宁银恒镀锌彩涂钢板有限公司、台安县金
色谷农资超市经营有限公司、侯君、李艳华

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兴隆百
货集团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

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兴隆百
货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

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兴隆大
家庭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

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兴隆百
货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

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兴隆百
货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

兴隆大家庭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兴隆百
货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兴隆大家庭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李维龙、孙莹

俊安资源（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满孚实业
有限公司、俊安发展有限公司、蔡穗新、蔡穗

榕、蔡明志、陈存宜

深圳市满孚实业有限公司、俊安发展有限公
司

新疆沈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沈宏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达、周瑾

主合同编号

2017沈中银皇借字004号、2017沈中银皇借
字006号、2017沈中银皇承字004号、2017沈

中银皇承字006号

阜中银2016年贷字049号、阜中银2016年贷
字050号、阜中银2016年贷字051号、阜中银
2016年电兑字041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
010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11号、阜中银
2017年贷字013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14

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15号

2017沈中银开借字107号、2017沈中银开借
字108号

阜中银2017年贷字023号、阜中银2017年贷
字024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25号、阜中银
2017年贷字026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27
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28号、阜中银2017
年贷字034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40号、阜
中银2017年贷字041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
042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43号、阜中银
2017年贷字046号、阜中银2017年贷字058

号

2017年铁市中银（中小）贷字33号

2017年鞍中银道西太阳借字001号

2016年鞍中银道西借字008号、2016年鞍中
银道西承字030号、2016年鞍中银道西承字

035号

2018沈中银大借字009号

2018沈中银大借字008号

2017年盘中银司贷字027号、2017年盘中银
司贷字050号、2017年盘中银司贷字063号

2017年盘中银司贷字028号

阜中银2009年贷字067号及于2011年1月
27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阜中银2011年贷字
004号；阜中银2018年贷字009号；阜中银

2017年借补字031号；阜中银2018年借补字
011号；阜中银2018年借补字012号

2014年营中银固字第508号、2016年营中银
001号；2017年营中银兴借字0715号

2015年本中银贷合字055号

2015年本中银借字041字

锦司2015年借字1221号、锦司2015年借字
1222号、锦司2015年借字1223号、锦司2015
年借字1224号、锦司2015年借字1225号、锦

司2016年借字0926号

从合同编号

保证合同：2016沈中银皇保字010号；抵押合同：2016沈中银皇
抵字010号

保证合同：阜中银2016年高保字003号、阜中银2016年高保字
003-1号、阜中银2016年高保字003-2号、阜中银2016年高保
字003-3号、阜中银2016年高保字003-4号；抵押合同：阜中银

2016年高抵字003号

保证合同：2016沈中银开保字098-1号、2016沈中银开保字
098-2号、2016沈中银开保字098-3号、2016沈中银开保字

098-4号、2016沈中银开保字098-5号；质押合同：2016沈中银
开质字098号、2016沈中银开质字098-1号

保证合同：阜中银2017年高保证字005-1号；抵押合同：阜中银
2017年高抵字005-1号、阜中银2017年高抵字005-2号

抵押合同：2016年铁市中银（中小）抵字33号；保证合同:2017
年铁市中银（中小）保字33号

抵押合同：2017年鞍中银道西抵字003号；保证合同：2017年鞍
中银道西保字003-1、003-2、003-3、003-4、003-5、003-6、
003-7、003-9、003-10号；2017年鞍中银道西个人保字003、

003-1、003-2号

抵押合同：2016年鞍中银道西抵字004号；保证合同;2016年鞍
中银道西保字004、004-1号；2016年鞍中银道西个人保字004、

004-1号

保证合同：2017沈中银大保字015-1号、2017沈中银大保字
015-2号、2017沈中银大保字015-3号；抵押合同：2017沈中银

大抵字015号

保证合同：2018沈中银大保字008-1号、2018沈中银大保字
008-2号、2018沈中银大保字008-3号、2018沈中银大保字

008-4号；抵押合同：2018沈中银大抵字008-1号、2018沈中银
大抵字008-2号

保证合同：2016年盘中银司保字004号、2017年盘中银司保字
019-1号、2017年盘中银司保字019-2号、2017年盘中银司保
字019-3号；抵押合同：2016年盘中银司抵字004号、2017年盘

中银司抵字019-1号

保证合同：2016年盘中银司保字005-A号、2016年盘中银司保
字005号、2017年盘中银司保字018-1号、2017年盘中银司保
字018-2号、2017年盘中银司保字018-3号、2017年盘中银司

保字018-4号；抵押合同：2017年盘中银司抵字018-1号

保证合同：阜中银2018年高保字009-A号、阜中银2018年高保
字009-B号、阜中银2018年高保字009-C号、阜中银2018年高
保字009-D号、阜中银2016年高保字012号；抵押合同：阜中银

2015年高抵字079号、阜中银2018年高抵补字079号

保证合同：2014年营中银固保字508-2号；2014年营中银固保
字508-1号；2017年营中银企保字0715001号；2017年营中银

企保字0715002号；2017年营中银个保兴字001号；2017年营中
银个最保兴字001号; 2017年营中银企保字1030001号、2017年
营中银企保字1030002号、2017年营中银企保字1030003号、
2017年营中银个最保兴字1030001号；抵押合同：2017年营中

银抵字1030001号；2014年营中银固抵字508号

保证合同：2015年本中银授总高保字009-2号、2015年本中银
授总高保字009-3号、2017年本中银高保字002号、2015年本
中银授总个高保字009-1号、2015年本中银授总个高保字

009-2号、2015年本中银授总个高保字009-3号；抵押合同：
2015年本中银高抵字009-1号、2015年本中银高抵字009-2号

保证合同：2015年本中银保字041号、2017年本中银高保字003
号；抵押合同：2015年本中银抵字041号

保证合同：锦司2016年保字0902号、锦司2016年保字0902-1
号、锦司2016年个保字0902号；抵押合同：锦司2016年抵字

0902号、锦司2016年抵字0902-1号；质押合同：锦司2016年质
字090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