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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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沈阳
璟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中长资（辽）合字
[2018] 227号《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沈阳璟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
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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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
主体。

沈阳璟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
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沈阳璟宏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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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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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沈阳璟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与沈阳璟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大石桥市安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营口森源燃料有限公司

营口环球矿业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

11,954,429.74

9,990,000.00

9,690,000.00

担保人/承债主体名称

孙素琳、纪征礼

陶玥廷、韩丽苹、陶山、李阳

刘昊、刘冰

担保本金余额

11,954,429.74

9,990,000.00

9,690,000.00

孙 佰 军 ， 男 ， 身 份 证 号 ：

2112241968XXXX1551，你于 2018 年 5 月 4 日起

无故旷工至今，已违反《中国农业银行员工违规

行为处理办法》中第二十六节第一百四十条第

（一）项：“连续旷工超过 5 天或 6 个月内累计旷

工超过10天的，给予解除劳动合同处理”、《中国

农业银行劳动合同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三十二

条第（一）项：“连续旷工超过五日或者六个月内

累计旷工十日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一章第二

十五条第（二）项：“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

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规定。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日内，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图县支行报到

（地址：昌图县政府路影院街21组）。逾期未到，

我行将按上述规章制度条款规定，解除与你的

劳动合同关系，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你本人

自行承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行

2018年12月20日

公 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拟对大连冰峪庄园酿酒
有限公司 1 户债权进行处置，本次拟处
置债权情况如下：

大连冰峪庄园酿酒有限公司,截至
2018年12月10日，债权本金3000万元，
利息 987.58万元，诉讼费 22.33万元，债
权总额 4009.91万元。该户债权涉及抵
押担保及保证担保。抵押物为位于中
山区虎滩路 158 号,面积 1223.32 平方米
的房产，以及位于仙人洞镇三架山村栗
子园屯，面积分别为 96.3亩和 105.45亩
林权。保证人为庄河冰峪酒庄生态园
有限公司、时闻讯、张晓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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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分户处置）以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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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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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连冰峪庄园酿酒有限公司1户债权处置公告

▲王厦（21018119XXXXXX1543）将2018年9月3日开具的阳房置业48#1单元1跃2 1号

门收款收据0052555号丢失，首付款110000元，声明作废。

▲王厦（21018119XXXXXX1543）将2018年9月14日开具的阳房置业48#1单元1跃2 1号

门收款收据0052574号丢失，首付款383864元，声明作废。

▲曹宇轩军残证辽军A024502号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通 知
辽宁中医药大学职工黄芳、迟大为两

人。学校要求上述人员在本通知发布之日

起一个月内回校工作，或者办理劳动合同

相关事宜，否则后果自负，特此通知。

咨询电话：024-31207012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

79号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8年12月20日

拍卖公告
辽宁公物拍卖行有限公司受中国信达辽宁省分公

司的委托，于 2018年 12月 27日上午 10时在我公司进行

公开拍卖，请竞买人在 2018年 12月 26日 11时前将足额

保证金交纳到我公司指定账号，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

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标的名称：大连飞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债

权总额：42091.54万元，其中本金为：20700万元，截止基

准日为：2018年8月31日。拍卖保留价在拍卖会现场由

委托人密封提交。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至12月26日

展示地点：拍卖公司

特别说明：拍卖标的以现状及现有手续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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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

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以上债权资产。

联系方式：024-82703903 麻先生

公司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10号北市商务大

厦3层

委托人监督电话：024-22518961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3”工程桥头2号营区装

配式集体宿舍新建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本溪市；
招标规模：新建 4 栋钢框架装配式建筑

19468平方米；
合同估价：约5141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2 月 25 日

17 时。
详 细 情 况 请 登 录 军 队 采 购 网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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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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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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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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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张继磊0411-82587371 / 张龙 0411-8281659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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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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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大连宏大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庄河市新天地商业城有限公司

庄河市新天地名烟名酒行

庄河市新天地国际商业广场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7年连中银贷字0015号

2017年庄中小借字08号

2017年企借字43号

2016年企借字47号、2017年企借字47号

担保人名称

大连鸿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钰翔生朗集团有限公司、周泊霖、赵美
容、周星誉、大连宏大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大连盛大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卢馨有、丁英华、大连豪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庄河市新天地商业城
有限公司

大连豪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庄河市新天地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卢鑫、朱辉

庄河市新天地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大连豪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卢馨有、丁英华

担保合同编号

2017年连中银高抵字002号、2017年连中银高抵补字001号、2017年连中银保字001
号、2017年连中银个保字001号、2017年连中银个保字002号、2018年连应收质字
001号、2018年连应收质字002号

2014年企抵字08-01号、2014年企个抵字08-01号 、2016年企个保字08号、2016年
企保字08号

2016年企抵字43-1号、2016年企抵字43-2号、2016年企个保字43号

2016年企抵字47号、2017年企保字47号、2017年企个保字47号

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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