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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根据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辽）合字[2021]148-1
号），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
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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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和担
保人。

中国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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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通知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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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义务，如公告中载明的债务人、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则以签署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生效法律文书等
文件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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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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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9月16日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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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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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致诚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鞍山市铁东区东兴物资经销公司

营口市镭歌音响电器总汇

营口华龙实业公司

抚顺石化北润工贸有限公司

抚顺金福来汽车修配有限公司

辽宁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抚顺分公司

本溪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现名称：本溪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华美工程公司
大连分公司【现名称：大连华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大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瑞得集团大连公司

辽宁省烟草实业总公司大连开发区公司

抵押人及/或保证人名称

沈阳盛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鞍山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

营口市淀粉设备厂

营口市鲅鱼圈区红海经济发展总公司、
营口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

抚顺乙烯化工有限公司

抚顺市市政工程开发公司

辽宁省化学工业进出口公司

本溪化肥厂

中信华美建设开发公司
【现名称：北京华美聚合建设开发公司】

大连盈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瑞得投资控股公司

大连龙泉股份有限公司
【现名称：大连长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64,000,000.00

1,000,000.00

90,000.00

523,348.90元
(原币种139,000.00美元）

20,000,000.00

320,000.00

12,966,759.00

24,260,898.44
（原币种2,923,563.39美元）

27,945,914.85

16,483,052.30

46,139,680.00

15,000,000.00

利 息

154,763,566.43

1,392,353.56

401,409.08

748,541.22元
（原币种198,810美元）

7,360,719.76

6,066.74

2,603,991.00

20,143,436.83
（原币种2,427,388.03美元）

85,014,251.85

28,262,298.38

96,863,498.17

38,054,807.87

利息暂计
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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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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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31

2003.12.31

2003.12.31

2003.12.31

2016.6.30

2016.6.30

2016.6.30

2016.6.3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秦皇岛市弘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抵债实物资产权益项目进行处置。该资产的抵债金额为 4075.89 万
元。该资产位于黑龙江省双鸭山291农场龙脉小区，该资产有住宅247套、大小仓
房 129套、商服 14套，总建筑面积 26706.49平方米，该资产无房产证，以法院抵债
裁定为准。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
力及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拍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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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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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
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不
属于处置标的原债权文件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
得收购、受让处置标的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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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生 王先生 联系电话：024-22518913 024-22518987
电子邮件：chengxianfeng@cinda.com.cn,wangce@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n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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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转让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转让方”）将其享有的振动筛成套设备等业

务而形成的全部债权关系转让给鞍山鞍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将其享有的建筑产业化成套设备等业务而形成的全部债权关系转让给辽宁鞍重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与鞍山鞍重矿山机械有限公司及辽宁鞍重建筑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受让方”）就全部债权关系签订了相关债权转让协议。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

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协议生效且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受让方鞍山鞍重矿山机械有限

公司及辽宁鞍重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债务人新的债权人，行使债权人的

一切权利。望债务人和债务人的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直接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付款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等。

特此公告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6日

关于朝阳市龙城区建筑工程公司
职工申报个人信息的公告
2021年8月20日，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人民法院已

裁定宣告“朝阳市龙城区建筑工程公司”破产。因朝阳市
龙城区建筑工程公司停产多年，除留守人员 5人和部分
职工外，朝阳市龙城区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不能联系到
其他人员，在登记职工身份信息、核实职工债务等工作中
无法及时完成身份信息登记和职工债务的确认工作。为
保证破产清算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公告如下：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相关职工应及时与朝
阳市龙城区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联系，并到管理人指定
的地点进行职工信息登记（受疫情影响无法到指定地点
进行登记的职工，可将二代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本人联
系电话和本人详细通信地址，以电子版方式发送至管理
人邮箱：lcjzglr@163.com，邮件主题请标明“龙城建筑职
工+姓名”字样，同时将上述资料复印件经职工本人签字
后邮寄给管理人）,逾期未申报或未按要求提供资料给管
理人的职工，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

联系人：王俊贤 郭景双
联系电话：0421-2891099 2839191
指定联系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朝阳大街二段

16号上海城五楼511室
邮政编码：122000

朝阳市龙城区建筑工程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16日

封路通告
因京沈线（G101）阜新境内铁匠炉

沟至王府段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

要 ，拟 对 京 沈 线 K609 + 000- K627 +

429.325区间路段施行半幅封闭。封闭

日期：2021年9月1日至2021年10月15

日。请过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

标志减速安全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市高级路面工程处

2021年9月14日

封路通告
因辽小线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

需要，拟对辽小线 K104+234-K112+

618 区间路段施行半幅封闭。封闭日

期：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5

日。请过往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

标志减速安全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公路养护站

阜新市高级路面工程处

2021年9月14日

封路通告
国道京沈线凌源市K385+900—K386+700（龙回首道口）处平改立道路工程建

设施工，经相关部门审批决定自2021年9月2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全幅封闭该区

域交通，请过往车辆绕行站前路（凌源西站）↔南环路↔绥老线↔绥珠线↔京绥线

（高连线），因工程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9月13日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家屯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0111
许可证编号：00013716
业务范围：由总公司授权决定。
成立日期：2014年05月14日
负责人：王新
机构住所：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柳路29
号（1门）
邮政编码：110100
联系电话：024-83894658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14日
原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香杨路 77-510（2
门）1-2层
新地址：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沙柳路29号

（1门）

中美联泰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辽宁分公司沈阳沈河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83210103001

许可证编号：00013713

业务范围：由总公司授权决定。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02日

机构住所：沈阳市沈河区迎宾街32号2层

负责人：张晓旭

联系电话：024-31280888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03日

原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路59号第

23、24层

新地址：沈阳市沈河区迎宾街32号2层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永盛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18210106003许可证编号：00013715
业务范围：由总公司授权决定。
原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
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
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
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
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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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25-31
号2门、3门1-2层
邮政编码：110000 负责人：顾述悦
联系电话：024-31910305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03日
原地址: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
381-6号(12-13门(网点)、14-17门(车库)。
新地址：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街 25-31
号2门、3门1-2层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溪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127210521
许可证编号：0001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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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8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正
佳花园1-01
邮政编码：117100 负责人：祝海鹏
联系电话：024-46841698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10日
原地址：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市镇长江
路42#-04一、二层
新地址：辽宁省本溪市本溪满族自治县正佳
花园1-01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75210000
许可证编号：00013720
业务范围：农业保险；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
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
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其他涉及农
村、农民的财产保险业务。
成立日期：2008年09月09日
机构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18号
36层
邮政编码：110041 负责人：赵凯
联系电话：024-31989512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14日
原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 18号 1
层、36层
新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滂江街18号36层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公告
（2021年第31号）

下列机构经批准，颁发、换发保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2021年9月16日 星期四

视觉设计：铁 娜 校对：白晓菲公告
GONGGAO

11

▲ 鲁 德 胜 道 路 运 输 许 可 证 丢
失 ，证 号 ：210882204686 ，声 明
作 废 。

▲车牌辽H2628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2672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2611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1633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1622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2630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1399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2887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2636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D058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D068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HD517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遗失声明

封路通告
因营口线金屯铁路道口铁路施工需要，该铁路道口自2021年9月23日21时起至2021年

9月28日16时止，实施全封闭。
特此通告。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公司大连工务段
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大石桥市城乡建设与公用事业中心
2021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