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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岭大禾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1年
2月20日，债权本金余额14415.72万元，债权利息合计
11658.80 万元，债权本息合计金额 26074.52 万元。债
务人地址：铁岭市银州区龙山乡辽海屯，担保方式：抵
押、保证。抵押物系抵押人钱本海名下位于铁岭市银
州区柴河街3委的出让性质商业服务业用途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4265平方米及抵押人钱本海、孙宏共同共有
的坐落于铁岭市银州区柴河街道北市路23号3-2龙首
市场 3-2 的钢混结构商业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8047.78
平方米。保证人：沈阳市金鑫盛博商贸有限公司、徐元
和、齐云、张明明、罗开倩，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该债权已诉，并进入执行阶段。

2.鞍山市银马热熔浸铝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1
年2月20日，债权本金余额1200.00万元，债权利息合计
387.37万元，债权本息合计金额1587.37万元，代垫费用
12.18 万元。债务人地址：鞍山市千山区西解放路 386
号，担保方式：抵押、保证。抵押物为债务人自有的位于

鞍山市铁西区大陆街1号的4330.82平方米4层公建，占
地面积1994.56平方米；78台（套）机械设备。保证人：实
际控制人秦德贤及崔秀明、秦楚健、赵紫含，保证方式为
连带责任保证。该债权已诉，并进入执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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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方式：单户，债权拍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所
挂牌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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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
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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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姜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7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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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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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铁岭大禾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瓦房店地区
大连海氏果业有限公司等1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
分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公开转让，截
至2021年2月20日，资产情况简述如下：

1. 大连海氏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大
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金 2495.76 万
元，利息 1258.93 万元，诉讼费用 34 万元，债
权总额 3788.69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抵押：(1)债务人名下位于瓦房店市永宁
镇刘沟村出让性质土地使用权 12183 平方
米，加工车间、气调库、仓储库等建筑面积总
计8163.85平方米；(2)大连正海果业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瓦房店市赵屯乡高速村出让性质土
地使用权 7495 平方米，仓储库、办公楼等建
筑面积总计 4653 平方米。保证：于笑怡、于
正海、王明非、王明钢、栾凌、李业顺、于佳
琦。已诉讼，执行中。

2. 瓦房店市鑫龙果品有限公司，原债权
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1000万元，利息262.15万元，诉讼费用8.99
万元，债权总额1271.14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保证。抵押：(1)孟宪威所有的位于瓦房
店市万家岭镇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其
中，房产用途为气调库，面积 3945.48 平方米
已灭失；仓储用途出让土地，面积 4367 平方
米。(2) 李晶所有的位于瓦房店市万家岭镇
的土地房产抵押，用途为气调库或仓库，不动
产登记面积分别为 672 平方米、653.87 平方
米、107.26平方米。保证：鑫运（大连）果业有
限公司、李晶、王明璞、隋书波、孟宪威、王淑
云。已诉讼，执行中。

3. 瓦房店市利文果品有限公司，原债
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
权本金 423.81 万元，利息 183.24 万元，债权
总额 607.05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

人大连市东兴果业有限公司、瓦房店新成
果业有限公司、瓦房店新兴果业有限公司、
大连田之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朱利、杨献
菊。未诉讼。

4. 瓦房店市民丰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
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 1035.55 万元，利息 447.69 万元，诉讼费用
8.4 万元，债权总额 1491.64 万元。担保方式
为保证，保证人张厚勇、侯小雪、瓦房店市圣
合果业有限公司、大连永发果蔬有限公司、大
连广源果业有限公司、大连振鑫果蔬有限公
司。已诉讼，执行中。

5. 瓦房店市圣合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
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 421.79 万元，利息 182.36 万元，债权总额
604.15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杨俊
胜、陈志芬、瓦房店市民丰果业有限公司、大
连永发果蔬有限公司、大连广源果业有限公
司、大连振鑫果蔬有限公司。未诉讼。

6. 瓦房店新成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423.81 万 元 ，利 息 183.24 万 元 ，债 权 总 额
607.05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宋君
祥、田杨、田义成、张忠丽、瓦房店新兴果业有
限公司、大连市东兴果业有限公司、瓦房店市
利文果品有限公司、大连田之园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未诉讼。

7.瓦房店新兴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423.66万元，利息183.15万元，债权总额606.81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薛长斌、孙秀
华、大连市东兴果业有限公司、瓦房店新成果
业有限公司、瓦房店市利文果品有限公司、大
连田之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未诉讼。

8. 大连虹星果品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860.08万元，利息 357.98万元，诉讼费用 7.77
万元，债权总额1225.83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保证。抵押物为大连辉虹果品有限公司
名下农业设施物权登记证，其中仓储设施面
积 3220 平方米，土地面积 13000 平方米。保
证人王星、王楠、王晓辉、刘国华、瓦房店涌泉
果品有限公司、瓦房店市俊波果品有限公司、
大连鹏磊果品有限公司、大连辉虹果品有限
公司、牟孝全、孙蓉珊。已诉讼，执行中。

9. 大连鸿炜果菜有限公司，原债权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 847.07 万元，利息 359.62 万元，诉讼费用
7.15 万元，债权总额 1213.84 万元。担保方
式为保证，保证人孙洪伟、孙梅霞。已诉讼，
执行中。

10.大连鹏磊果品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717.51万元，利息 298.64万元，诉讼费用 6.22
万元，债权总额1022.37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保证。抵押物为农业设施物权登记证，其
中仓储设施面积2200平方米，土地面积6000
平方米。保证人牟鹏、闻磊、牟孝全、孙蓉珊、
瓦房店涌泉果品有限公司、瓦房店市俊波果
品有限公司、大连虹星果品有限公司。已诉
讼，执行中。

11.瓦房店市俊波果品有限公司，原债权
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429.95万元，利息 178.95万元，诉讼费用 4.13
万元，债权总额 613.03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
证，保证人梁俊、王春波、瓦房店涌泉果品有限
公司、大连鹏磊果品有限公司、大连虹星果品
有限公司、牟孝全、孙蓉珊。已诉讼，执行中。

12.大连益达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712.83万元，利息 308.16万元，诉讼费用 6.17
万元，债权总额1027.16万元。担保方式为保
证，保证人张厚闯、高杰。已诉讼，执行中。

13. 大连永发果蔬有限公司，原债权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 421.79 万元，利息 182.36 万元，债权总额
604.15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吕
世明、潘虹、瓦房店市民丰果业有限公司、
瓦房店市圣合果业有限公司、大连广源果
业有限公司、大连振鑫果蔬有限公司。未
诉讼。

14.大连市东兴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423.65 万 元 ，利 息 183.17 万 元 ，债 权 总 额
606.82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宋首
才、张秀丽、瓦房店新兴果业有限公司、瓦房
店新成果业有限公司、瓦房店市利文果品有
限公司、大连田之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未
诉讼。

15. 大连广源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 421.79 万元，利息 182.36 万元，债权总额
604.15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张
永波、王丽萍、瓦房店市民丰果业有限公
司、瓦房店市圣合果业有限公司、大连永发
果蔬有限公司、大连振鑫果蔬有限公司。
未诉讼。

16.大连恒瑞果业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660.68 万 元 ，利 息 285.61 万 元 ，债 权 总 额
946.29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人王常
芳、刘桂霞、张忠升、盖玲。未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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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或组包，债权拍卖、要约

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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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登
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
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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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70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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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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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地区
营口纵翼实业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
分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公开转让，截
至2021年2月20日，资产情况简述如下：

1. 营口纵翼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
本金 412万元，利息 488.13万元，诉讼费 4.99
万元，债权总额 905.12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
证。保证人营口诚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现
名营口诚信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耿文
峰、任一英。已诉讼。

2. 营口中通控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债
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行,债权本金 738.80 万元，利息 304.90 万
元，诉讼费 3.92 万元，债权总额 1047.62 万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债务人
以其自有的位于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西
73号的工业出让土地一处，面积 14462.49平
方米；厂房 5 处，面积分别为 1318.64 平方
米、1867.15 平方米、956.05 平方米、475.45 平
方米、907.45 平方米，合计 5524.74 平方米。
保证：实际控制人李巍及其配偶杨志欣。已
诉讼，执行中。

3. 营口盼盼超烁高科彩镀有限公司，债
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

行，债权本金 8500 万元，利息 5529.89 万元，
诉讼费用 54.08 万元，债权总额 14083.97 万
元。担保方式为保证。保证：辽宁超烁图码
科技板业有限公司、北京华信电子企业集团、
营口隆祥艺术制品有限公司（现名辽宁龙翔
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营口盼盼镀锌彩色
钢板有限公司、辽宁富城耐火材料（集团）有
限公司、唐月平、王轶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已诉讼。

4. 营口锦冠重工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4200万元，利息1707.21万元，诉讼费用27.54
万元，债权总额5934.75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抵押：债务企业房屋及坐落土地，位于辽
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其中，房
屋用途为办公楼、厂房等 4 个，面积分别为
1426.54 平方米、1800.17 平方米、16351.21 平
方米、37.21平方米，合计19615.13平方米；工
业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 29393.4 平方
米。已诉讼，执行中。

5. 营口银路流体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原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
权本金295万元，利息12.47万元，诉讼费3.55
万元，债权总额 311.02 万元。担保方式为保

证。保证人营口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营口抚营凿岩钎具制造有限公司、孙
少俊、孙银路。已诉讼。

6. 营口铭泽科技有限公司，原债权人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金
499.64万元，利息 171.16万元，诉讼费用 5.90
万元，债权总额 676.70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质押、保证。（1）抵押：债务人名下机器设
备2套，为立式高速射出机，型号MH-350T-
1S；（2）质押：保证金质押 50 万元；（3）保证：
营口诚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现名营口诚信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孙忠明，丛敏，博洋

（辽宁）游乐园有限公司。已诉讼。
7.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志成塑料制品

厂，原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
行，债权本金1299.99万元，利息369.04万元，
诉讼费用 14.48 万元，债权总额 1683.51 万
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债务人名
下工业用地和地上厂房及办公楼，位于营口
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塑料工业园01号，办公楼
面积 1781.29 平方米、厂房面积 5231.88 平方
米、土地面积 8689.22 平方米；营口佳和兴塑
胶制品有限公司机器设备 99 套，压机、扣板
生产线、打粉设备等。保证：营口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睿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肖文群、肖文
辉、徐艳。已诉讼。

8. 辽宁名海重型锻造有限公司，原债权
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本
金 888.93 万元，利息 560.63 万元，诉讼费用
8.03万元，债权总额1457.59万元。担保方式
为抵押、保证。抵押：抵押物为债务人自有的
大石桥市李屯村四套房屋（厂房），面积分别
为 1705.32 平方米、1242.55 平方米、252.67 平
方米、3658.11 平方米，合计 6858.65 平方米；
一宗出让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 10983 平方
米。保证：大石桥市名海机械锻造有限公司、
高明刚、沈兰霞、李博、高羽含、张刚、高君。
已诉讼，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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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或组包，债权拍卖、要约

邀请竞价、交易所挂牌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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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登
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
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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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70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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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遗失声明
▲柳景志道路运输许可证210882001229丢失作废。

▲唐士宜道路运输许可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B5272营运证10335959丢失作废。

▲营口市老边区任长义动迁户回迁款项结算确认单丢失，边动

2002486，回迁安置地点：欢心小区，楼号：25# 3-6-东，回迁面积：

51.76平方米。特此声明。

▲营口市老边区任长义动迁户回迁款项结算确认单丢失，边动

2002460，回迁安置地点：欢心小区，楼号：1#-2-7-东，回迁面积：

86.91平方米。特此声明。

▲张林瑞（身份证号210111199602132014）网约车驾驶证丢失，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