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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公告
2019年第11号

下列机构经批准，颁发、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清原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61210423001 许可证编号：0231344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5年06月27日
机构住所：抚顺市清原县清原镇清河路57号客运公司综合楼

三楼西侧
邮政编码：113300 负责人：丛义亮
联系电话：024-53023790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6日
原地址：清原县清原镇清河路45号客运综合楼
新地址：抚顺市清原县清原镇清河路57号客运公司综合楼三楼西侧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新宾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61210422001 许可证编号：0231337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5年07月12日
机构住所：抚顺市新宾县新宾镇建新社区衍水街7号楼1-1号、2-1号
邮政编码：113200 负责人：于跃娟
联系电话：024-55033376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0日
原地址：新宾衍水街游泳馆门市房4号楼南一号
新地址：抚顺市新宾县新宾镇建新社区衍水街7号楼1-1号、2-1号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黑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61210726001 许可证编号：0231350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6年11月03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八街湖园街14号鑫达佳苑1#楼

面西门市北一户(一至二层）
邮政编码：121400 负责人：刘昊
联系电话：0416-5531800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7日
原地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十街东大道北糖酒公司东侧一至三层
新地址：锦州市黑山县黑山镇八街湖园街14号鑫达佳苑1#楼面西门市北一户(一至二层）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210800 许可证编号：0231351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

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保险新型产品、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3日

机构住所：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51号三层、八层

邮政编码：115000 负责人：滕绍辉

联系电话：13464730004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7日

原地址：营口市站前区市府路南10-（17-25）号四层、10-（43-51）号五层

新地址：营口市站前区新兴大街东51号三层、八层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城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210381 许可证编号：0231320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

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保险新型产品、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6年09月20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海城市海洲管理区北关街团结委永安路14-S2号3层

邮政编码：114200 负责人：孙华兴

联系电话：15842004076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6日

原地址：辽宁省海城市海州管理区北关街团结委14幢42号3层

新地址：辽宁省海城市海洲管理区北关街团结委永安路14-S2号3层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61210600 许可证编号：0231355

业务范围：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传统人寿保险、人寿保险新

型产品、传统年金保险、年金保险新型产品、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29日

机构住所：丹东市振兴区三经街13-12号1、2、11、17、19层

邮政编码：118000 负责人：青平

联系电话：0415-2177618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7日

原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三经街13-12号生命大厦1-3层和11层

新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三经街13-12号1、2、11、17、19层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凌海市支公司金城镇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210781002 许可证编号：023114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

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凌海市凌海大街40号富源金座6号楼18室110门市（1-7）第1-2层
负责人：李畅 联系电话：0416-8122428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14日

原地址：凌海市金城镇

新地址：锦州市凌海市凌海大街40号富源金座6号楼18室110门市（1-7）第1-2层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新民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61210181001 许可证编号：023132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
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成立日期：2006年05月30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新民市迎宾街2号2幢第三、四层
邮政编码：110300 负责人：张光绪
联系电话：13238835015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08日
原地址：辽宁省新民市中兴西路88-3号第一、二层
新地址：沈阳市新民市迎宾街2号2幢第三、四层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建平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1204 许可证编号：023126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6年11月30日

机构住所：朝阳市建平县叶柏寿街道办事处永和社区（二一零小区二期）5幢01014、01024号

邮政编码：122400 负责人：许爽

联系电话：0421-7887100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14日

原地址：铁岭市清河区红旗街道清河路21-4号1-1康健小区7幢1-1

新地址：朝阳市建平县叶柏寿街道办事处永和社区（二一零小区二期）5幢01014、01024号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锦州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0700 许可证编号：0231331

业务范围：人身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0年10月19日

机构住所：锦州市凌河区兰花里9号6-1号

邮政编码：121000 负责人：田旭

联系电话：0416-2865333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09日

原地址：锦州市凌河区洛阳路五段17甲-6号

新地址：锦州市凌河区兰花里9号6-1号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中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1421 许可证编号：023132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6日

机构住所：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清华园小区三期（1）20#A1层8门

邮政编码：125200 负责人：陶帅

联系电话：0429-5558877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08日

原地址：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西大街103阳光步行街13-15一二层

新地址：葫芦岛市绥中县绥中镇清华园小区三期（1）20#A1层8门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0800 许可证编号：0231326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0年09月26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营口市渤海大街北、市府路西

邮政编码：115000 负责人：吕学松

联系电话：0417-4893111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12日

原地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路24甲13

新地址：辽宁省营口市渤海大街北、市府路西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盘山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24211122 许可证编号：0231312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
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一般
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出口信用除外）、短期健康保险和人
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7年09月19日
机构住所：盘锦市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综合楼
邮政编码：124000 负责人：孙九龙
联系电话：0427-8924410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4日
原地址：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太平镇贾家村御湖林语（御湖国际2期B区）26#SW111号
新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吉祥小区综合楼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青城子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2210682001 许可证编号：023136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0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凤城市青城子镇前街

邮政编码：118107 负责人：孙潇潇

联系电话：13898532319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9日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抚顺中心支公司大柳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2210421001 许可证编号：023137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

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

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0日

机构住所：抚顺市顺城区前甸镇大柳村抚顺鑫通机动车检测所

邮政编码：113000 负责人：刘岩

联系电话：15898393399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9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法库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7210124 许可证编号：0231367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
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
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30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晓东街44-1号网点7、8
负责人：郭伟 联系电话：024-31108001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9日
原地址：沈阳市法库县晓东街幢号1486-13号楼
新地址：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晓东街44-1号网点7、8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皇姑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7210102 许可证编号：0231315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
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
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7年08月20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皇姑区牡丹江街50-1号18、19门1-2层
负责人：刘达 联系电话：024-31513301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5日
原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5号2、3、4门
新地址：沈阳市皇姑区牡丹江街50-1号18、19门1-2层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孤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7210681001 许可证编号：0231332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
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
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05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东港市孤山镇孤山大街62号（1号）1、2号楼3#、4#房屋
负责人：张立柱 联系电话：13841522657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15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沟帮子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7210701002 许可证编号：0231338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
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
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12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北镇市沟帮子镇富国社区905-43-853
负责人：杨楠 联系电话：15754141565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0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张强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7210123002 许可证编号：0231365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运输保险、机动车
辆保险、船舶保险、能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保证保
险、信用保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偿及其委托的其他
有关事宜，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8月20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康平县张强镇街道（南数第六户）
邮政编码：110500 负责人：王亚利

联系电话：13804996567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9日

2019年9月24日

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99210300 许可证编号：0231322
业务范围：各种人民币和外币的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与健康保险
有关的咨询服务业务及代理业务，与健康保险有关的再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11月15日
机构住所：鞍山市铁东区南胜利路40号金融广场16层1602、1603、1604、1605、1606室
邮政编码：114001 负责人：孙志斌
联系电话：0412-2210382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6日
原地址：鞍山市铁东区粮食大厦酒店（鞍山市铁东区南建国路43号）11层1101、1113、1115、1116室
新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南胜利路40号金融广场16层1602、1603、1604、1605、1606室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32210300 许可证编号：0231274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并经总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28日
机构住所：鞍山市铁东区二道街78号8层806-809室
负责人：王超
联系电话：0412-2859111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8日
原地址：鞍山市铁东区五一路38号新世界百货10层
新地址：鞍山市铁东区二道街78号8层806-809室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岫岩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93210323 许可证编号：0231295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4年04月30日
机构住所：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岩镇一街道,颐华园2号楼,西6单元
邮政编码：114300 负责人：杨绪光
联系电话：15609801555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02日
原地址：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岩镇二街道,樱花宾馆对过,北一单元
新地址：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岫岩镇一街道,颐华园2号楼,西6单元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镇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93210782 许可证编号：0231314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7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北镇市北镇街道办事处双塔社区广宁东路10-2号

大河华府2号楼28门

邮政编码：121300 负责人：张孝涛

联系电话：13634974106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5日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口自贸区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93210803 许可证编号：0231324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

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9年07月17日

机构住所：营口市西市区澄湖西路87-27、33、34、35号

邮政编码：115000 负责人：林茂嵩

联系电话：13704978685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9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支公司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南塔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5210112 许可证编号：0231323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
运用业务；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家保险监管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
机构住所：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 2号 2-3甲 13层 03、04、05、06，2-1甲号 102商铺
邮政编码：110179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03日
负责人：郑朝华 联系电话：024-24504765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6日
原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化东路19号2门
新地址：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2号2-3甲13层03、04、05、06，2-1甲号102商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支公司古城子镇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南塔支公司古城子营销

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5210112006 许可证编号：023131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机构住所：沈阳市浑南区古城子乡古城子村乙386号

邮政编码：110171 成立日期：2009年09月29日

负责人：吴雪飞 联系电话：024-24504765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6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支公司汪家镇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南塔支公司汪家镇营销

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5210112002 许可证编号：0231318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成立日期：2003年06月30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浑南区汪家镇汪南村

邮政编码：110168 负责人：张静

联系电话：024-24504765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6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支公司祝家镇营销服务部
原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南塔支公司祝家镇营销

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5210112005 许可证编号：0231317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

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机构住所：沈阳市浑南区祝家镇

邮政编码：110173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01日

负责人：冯琬莹 联系电话：024-24504765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26日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阳中心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2211000 许可证编号：023134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5日

机构住所：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13-6号7层

邮政编码：111000 负责人：车轶欧

联系电话：0419-3236605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7日

原地址：辽阳市白塔区青年大街99号东电四公司17楼

新地址：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13-6号7层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库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0210124 许可证编号：0231371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

险业务除外），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0年03月09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东路25号紫金名邸16号（104）

1-2层跃层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09日

原地址：辽宁法库经济开发区13-14-0640号

新地址：沈阳市法库县法库镇兴法东路25号紫金名邸16号（10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00211321 许可证编号：0231308
业务范围：人保寿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法定保
险业务除外）；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11年02月23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竹林路三段55号四楼东侧数第一间

小会议室、东侧第一间办公室至第四间办公室
发证日期：2019年07月15日
原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龙山街四段60号
新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竹林路三段55号四楼东侧数第一间

小会议室、东侧第一间办公室至第四间办公室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丹东市盛嘉禾海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2019年8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3588.6万元，其中本金3000万元。债务人注册地址位于丹东市
元宝区金山大街710号，周边交通便利。该项目以丹东博恩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位于丹东市元宝区金
山大街 1888-A-1-12 号，建筑面积 5500.08 平方米的房产及占用的土地设置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同时由丹东博恩房地产开发公司、丹东市丹辉盼盼销售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石晓钰、史晓惠、丹东
富阳热力有限公司、丹东市郡安物业有限公司等提供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该项目已经取得胜诉判决，
目前正在申请执行中。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
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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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杨清平 程娜 联系电话：0411-82648134,0411-82654977
电子邮件：yangqingping@cinda.com.cn,chengn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6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79/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mingxu@cinda.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大洼县榆树粮库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收购的大洼县榆树粮库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
额5376.05万元，其中本金1708.24万元，利息3667.81万元(截至2019年9月20日)。贷款方式为保证及
抵押，保证人为盘锦鼎隆米业有限公司、盘锦市大洼区粮食集团总公司。抵押物为房产及土地使用
权。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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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9月2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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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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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9月24日

拟申请注销
登记公告

辽宁省廉政教育中心、辽

宁省党风党纪电化教育中心、

中共辽宁省纪委（辽宁省监察

厅）网络举报管理中心中共辽

宁省纪委辽宁省监察厅信息中

心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

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