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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单位名单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公告

（第5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了2018年度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工

作。为加强社会监督，现将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情况予以公告。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电话：024-31512624

2018年电热毯等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企业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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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电热毯

电热毯
电热毯

燃气器具类产品
服装
服装
服装
服装
服装

定配眼镜

定配眼镜

定配眼镜

阀门、水嘴
水泥
水泥

建筑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
建筑防水卷材

工业泵

橡胶密封制品

橡胶密封制品

橡胶密封制品

汽保产品
汽保产品

车用尿素水溶液

车用尿素水溶液

发动机冷却液
机动车辆制动液

低压电器（配电板）
氯碱

化学试剂
食品用纸包装和纸容器

企业名称

岫岩满族自治县前营镇万润达玉石床垫加
工厂

岫岩满族自治县兴隆振伟玉石床垫经销处
沈阳青有恩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鞍山市恒兴厨房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市欧卡莎服装厂
沈阳泛喜服饰皮具有限公司

大连睿隆贸易有限公司
兴城市沙后所杨光服装加工厂

兴城市沙后所继春服装厂

抚顺市新抚区博视眼镜店

本溪市明视达眼镜店

兴隆台区珊奇木易三羊眼镜店

大连河山阀门厂
海城市第四水泥有限公司
义县庆隆水泥有限公司

沈阳华宇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辽阳市太子河区鹏冀防水材料厂
盘锦旭日辉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盘锦辰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
盘锦家兴防水建材有限公司
葫芦岛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市沈河区大西橡胶厂

沈阳市鼎力橡胶厂

鞍山市聚隆冶金设备有限公司

营口市精久汽保有限公司
营口宏元汽保设备有限公司

黑山县永信汽车用品厂

灯塔市同创汽车用品厂

辽阳鸿成日用化学品有限公司
沈阳博兰素汽车养护品有限公司

盘锦成达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营口风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辽中区精细化工厂
大连家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产品详细名称

电热褥垫

电热垫
电热垫

中餐燃气炒菜灶
时尚保暖内衣

休闲单衫
衬衫
裤子
裤子

配装眼镜

配装眼镜

配装眼镜

闸阀
矿渣硅酸盐水泥
普通硅酸盐水泥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高分子防水材料 片材 复合片树脂类 FS2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D型多级离心泵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密封圈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密封圈

普通液压系统用O形橡胶密封圈

轮胎拆装机
汽车举升机（超薄子母剪式举升机）

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尿素水溶液
（AUS32）

柴油发动机氮氧化物还原剂尿素水溶液
（AUS32）

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
机动车辆制动液

配电箱
副产盐酸
甲醛溶液
佳友纸杯

规格型号

RK190×100-1X

DK45×45-1XY1
DK50×50-1X
ZCYF2-35/70

XXL
检样：170/92 备样：165/88

检样：180/100A 备样：165/88A
34

38

半框 R:-6.75DS/-1.00DC×105°
L:-6.50DS/-1.50DC×115° PD=64mm

半框 R:-4.50DS/-1.50DC×101°
L:-4.25DS/-1.50DC×90° PD=63mm

半框 R:-7.00DS/-1.00DC×50°
L:-7.25DS/-1.00DC×5° PD=65mm

Z41H-16C
P•S•A32.5
P•O42.5

SBS Ⅰ PY PE PE 4 10
FS2-87m×1.15m×0.8mm

SBS Ⅰ PY PE PE 4 10
SBS Ⅰ PY PE PE 3 10
SBS Ⅰ PY PE PE 4 10

80D30×6

160×8.6

18×4

20×2.4

CB-925
HY-JSDB-C-8140

LEC-Ⅱ-40
HZY3
XM
Ⅱ

Ⅱ（分析纯）
170mL

生产日期/批号

2018-07-12

2018-07-10

2018-08-20

2017-11-8

LS-21306#
71122410804

M81-1110B
2018.6.10/8013
2018-06-20

2018-07-10

2018-07-05

2018-05-17

2018-05-31

2018-05-05/E23
2018-05-09/C006

2018-04-20

2018-05-14

2018-05-14

2018-05-15

2018-05-23

2018.4.11/0411058;2018.4.11/0411059

2018-05-30

2018-6-27

2018-6-19

2018-05

2018-06-06

2018-05-20

2018-05-10

2017-10-07

2018-04-15

2018-08

2018-03-07

2018-03-27

2018-01-20

不合格项目

输入功率和电流

耐潮湿
输入功率和电流
热负荷准确度

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

纤维含量、pH值

顶焦度偏差

顶焦度偏差

顶焦度偏差

阀体壁厚
氯离子
氯离子

可溶物含量、低温柔性、热老化（低温柔性）
热空气老化（拉断伸长率保持率）

低温柔性、热老化（低温柔性）
热老化（低温柔性）
热老化（低温柔性）

汽蚀余量

硬度、拉伸强度、压缩永久变形、热空气老化
硬度变化、热空气老化拉断伸长率变化率、
耐液体1#标准油硬度变化、耐液体1#标准

油体积变化率

硬度、耐液体1#标准油硬度变化、耐液体1#
标准油体积变化率

热空气老化拉断伸长率变化率、耐液体1#
标准油硬度变化、耐液体1#标准油体积变

化率

标志
产品标志

尿素含量、密度（20℃）、折光率

密度（20℃）

冰点、玻璃器皿腐蚀（铸铁）
蒸发性能（蒸发损失）

结构与标志验证
总酸度

含量（HCHO）
感官指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大连船舶
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等 10 户债权
及 1 户抵债资产进行公开转让（利
息截算至 2018 年 10 月 20 日），资产
情况如下：

1. 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
司，债权本金 648.48 万元，利息 5.19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653.67万元。债
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
区沙包村。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保
证人王海、宋医春。

2. 大连优派克机电设备有限公
司 ，债 权 本 金 2900 万 元 ，利 息
1099.03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 3999.03
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连长
兴 岛 经 济 区 沙 包 村 商 务 大 厦 729
室。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保证人大
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李哲
峰、杨秋菊、王海、宋医春。诉讼情
况：执行中。

3. 大连博纳特船用救生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债权本金2800万元，利

息 1101.66 万 元 ，债 权 本 息 合 计
3901.66 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
省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沙包村商务大
厦 1209 号。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
保证人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
司、大连郎信油品贸易有限公司、郝
军、曲晓丽、王海、宋医春、师广平。
诉讼情况：执行中。

4. 大连亿成重工有限公司，债
权本金 2800 万元，利息 1106.42 万
元，债权本息合计 3906.42 万元。债
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
济区沙包村商务大厦 906 室。债权
担保措施为保证，保证人大连船舶
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大连朗信油
品贸易有限公司、李哲峰、杨秋菊、
王海、宋医春、师广平。诉讼情况：
执行中。

5.大连蓝德机械有限公司，债权
本金 1500万元，利息 457.87万元，债
权本息合计1957.87万元。债务人所
在地：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甘井子分园。债权担保措施为保证，

保证人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
司、大连朗信油品贸易有限公司、王
海、宋医春、丁立国、李冬、师广平。
诉讼情况：执行中。

6. 大连海鸥油漆厂，债权本金
2000 万元，利息 645.46 万元，债权本
息合计 2645.46 万元。债务人所在
地：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街
道姚工街87号。债权担保措施为保
证，保证人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
公司、滕秀兰、王海、宋医春。诉讼情
况：执行中。

7. 大连华玮重工钢结构有限公
司，债权本金 3000 万元，利息 777.57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 3777.57 万元。
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连花园口经
济区银杏路 2 段。债权担保措施为
保证，保证人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
限公司、闫荣先、齐雪萍、闫伟、王海、
宋医春。诉讼情况：执行中。

8.大连东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3000 万元，利息 991.54 万
元，债权本息合计 3991.54 万元。债

务人所在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七贤岭爱贤街 10号 317-318号。债
权担保措施为保证，保证人大连船舶
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卢永富、张国
运、王海、宋医春。诉讼情况：执行
中。

9. 大连非标起重设备制造有限
公 司 ，债 权 本 金 3000 万 元 ，利 息
983.19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 3983.19
万元。债务人所在地：辽宁省大连长
兴岛经济区奇峰路 3 号 1-2 号。债
权担保措施为保证，保证人秦佑建、
王萍、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
司、王海、宋医春。诉讼情况：执行
中。

10. 雨生家具有限公司，债权本
金 3000万元，利息 929.85万元，债权
本息合计3929.85万元。债务人所在
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民政街
417 号科技广场 B 座 12-1 号。债权
担保措施为保证，保证人易接文、贾
清华、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
司、王海、宋医春。诉讼情况：执行

中。
11. 抵债资产，位于大连长兴岛

临港工业区长生路 55 号的办公楼，
面积 23626.8 平方米，土地 19447 平
方米，抵债方式为法院裁定，裁定文
号（2018）辽02执恢115号。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
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
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
com）。

处置方式：整体打包处置，不限
于拍卖、挂牌等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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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
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
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

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拟对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等10户债权及1户抵债资产整体打包转让的处置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公

司”）授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秦皇岛国毅物流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资产公司已将其对下表（附表

“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

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和其他权利依法全部转让给

秦皇岛国毅物流有限公司。华融资产公司现公告通知债务人、担

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自公告之日起向秦皇岛国毅物流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合同约定的债务偿付

义务，相应担保责任和其他义务。

秦皇岛国毅物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

求下表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或继承人向秦皇岛国毅物流

有限公司履行相应的合同约定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

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

特此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8月6日的利息金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贷款行/转让方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用
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及出质人。3.本公告清单如有错漏，包括但不
限于债权金额、担保人、担保方式及内容等，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借款借据、他项权证、生效裁决（如有）等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国毅物流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22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
名称

沈阳耀华玻
璃有限责任
公司

本金

85,000,000.00

本息合计

109,426,992.17

担保人

中国耀华玻
璃集团有限
公司

抵押物

土地、厂
房

借款人
名称

辽 宁 净 雅 餐 饮
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编 号

兴银沈2013经营性
物业E001号

担保（抵押）
名 称

抵押担保：辽宁净雅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净雅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张永舵、田爱玲

担保（抵押）合同
编 号

抵押合同：兴银沈2013最高额抵
押E006号；
保证合同：兴银沈2013保证E004
号、兴银沈2013个人最高额保证
E009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与马仕杰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马仕杰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分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马仕杰。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马仕杰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马仕杰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马仕杰

2018年11月22日
项目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