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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根据辽宁省2022年国省道危旧

桥梁维修改造工程计划，因铁岭开
原市国道开奈线（G505）庆云堡桥拆
除重建施工，需将开奈线K71+750-
K75+000 路段实施全幅封闭，封闭
日期：2022年7月2日-2022年10月
31日。

道路封闭施工期间，请过往车
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通行。

开原市去往昌图县方向：开奈
线➝前堡线➝金董线➝庆王线➝开
奈线

昌图县去往开原市方向：开奈
线➝庆王线➝金董线➝前堡线➝开
奈线

特此通告
开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开原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宁夏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封路通告
因公路修复工程需要，国道京

抚线铁岭县腰堡镇范家屯村北至京
抚线银州区辽海屯村北路段（桩号
K798+780—K809+000）施工交通封
闭，封闭日期自 2022 年 7 月 5 日至
2022年10月31日。车辆绕行路线：

开原方向：沈铁二号线公路➝
万泉路➝G1 高速铁岭南站➝G1 高
速铁岭站。

沈阳方向：G1高速铁岭站➝G1
高速铁岭南站➝万泉路➝沈铁二号
线公路。

封闭期间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
进入施工路段。

提醒过往车辆注意绕行，给您出行
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铁岭市公安局铁南分局
铁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由于沈阳市危旧桥梁拆除重建

专项养护工程施工需要，现对开奈
线（G505）大房申至双台子段中（大
房申桥中心桩号 K149+194、大房申
西桥中心桩号 K149+728）进行拆除
重建。

绕行路线：
1.大房申去往双台子方向的大

型车辆，绕行沈环线至丁家房再从
四丁线至双台子。乡镇过往车辆请
按现场人员及交通指示减速慢行。

2. 封闭时间：2022 年 6 月 25 日
至2022年10月15日

对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特此通告！

辽宁高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封路通告
因沈阳市京沈线（法库新民界

至新开河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现
对该路段进行全幅封闭。封闭路段
起止桩号为K805+670-K832+463。

绕行路线：
1. 沈北去往法库登仕堡子方

向：由兴光街左转至十灯线，于兴隆
堡镇转至丹霍线北行，经京哈线右
转至沈环线（S106），继续前行至封
闭路段起点处。

2.法库登仕堡子去往沈北方向
反之。

3.封闭时间：2022年 7月 1日至
2022年9月30日。

沈阳市公路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新民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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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

司于2022年6月22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含所辖各
分支机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和费用等）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基于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分行（含所辖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
述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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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

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
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辛先生0411-66000894 王女士0411-8370387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2年7月1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大连玉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大连依斯特图文导视设
计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天畅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大连瀚盛物流有限公司

大连卡莎慕玻璃艺术股
份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连 2018 贷款字第 S001
号；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连 2018 贷款字第
S002号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连 2018 贷款字第 F019
号；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连 2018 贷款字第
F02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连2016贷款字第Q02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兴银连2017贷款字第Q002号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兴银连 2018 银承字第
Y001号

基准日

2022年2月17日

2022年2月17日

2022年2月17日

2022年2月17日

2022年2月17日

基准日债权本金

14,848,355.97

29,940,388.31

2,278,158.72

1,993,821.98

2,969,639.88

52,030,364.86

基准日债权利息

5,504,486.93

13,250,800.47

1,085,173.85

835,550.43

1,689,991.62

22,366,003.30

代垫诉讼费用

0.00

233,329.00

39,830.00

18,900.51

3,217.36

295,276.87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1.大连高新技术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合同》兴银连2018保证字第S004号；
2.于志洋、王晶波《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 2018保证字第 S005号；3.于志洋

《非上市公司股权最高额质押合同》兴银连2017质押字第S001号。

1.大连依斯特图文导视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兴银连2016抵押
字第F002号、兴银连2016抵押字第F006号；2.吴岩、阎而曾《最高额抵押合同》
兴银连2016抵押字第F003号；3.吴岩、阎而曾《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2016
保证字第F006号。

1.潘义湖《最高额抵押合同》兴银连 2013抵押字第 S009号；2.潘义湖《最高额
保证合同》兴银连2013保证字第S001号；3.潘义湖、蒋惠杰《最高额保证合同》
兴银连2016保证字第Q019号。

周丽君、张书坤、周丽庆、毛增华《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 2017 保证字第
Q002号

1.大连卡莎慕玻璃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抵押合同》兴银连2018抵押字第
Y001号；2.大连尚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2018保证字
第Y007号；3.纪庆锴《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2018保证字第Y006号。

法律文书

1.（2020）辽0202民初4648号《民
事判决书》；2.（2020）辽 0202 民
初4655号《民事判决书》。

（2020）辽 02民初 302号《民事调
解书》

（2019）辽 0202 民初 9418 号《民
事调解书》

（2019）辽 0202 民初 9427 号《民
事判决书》

（2020）辽 0202 民初 71 号《民事
调解书》

遗失声明
车牌辽HA7618营运证10341990丢失作废。

股权拍卖公告
辽宁金茂拍卖有限公司受委托，定于2022年7月29日上午9:30在中

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

1.拍卖标的：鞍山市红利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其中60%

股权持股人为法人、40%股权持股人为自然人），整体拍卖。起拍价：

249.54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2.竞买人资格条件：（1）竞买人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

法人、非法人组织、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竞买人具有良好

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及商业信用；（3）竞买人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条件；

3.展示时间和地点：2022年7月1日-27日鞍山市铁东区国贸大厦十层；

4.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7月28日15:00止（以保证金到账为准）；

5.特别提示：拍卖人只接受银行转账，不接受现金交款，不接受担保

或第三方代付，付款账户必须是本项目参拍竞买人名下银行账户；

联系电话：4006-0412-88 0412-2216018

关于无主货物认领的公告
2022年3月22日，我局依法查扣了一艘船名为“众舰33”的运输船，该船

所载货物包括某品牌食用醋精、某品牌生抽、某品牌金装系列速溶咖啡等食
品，以及染料、保鲜膜等货物。该批货物所有人在发布公告之日6个月内到大
连海警局认领，公告期满无人认领的，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适宜拍卖的，
我局将依法拍卖处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对不适宜拍卖或需要销毁的，我局
将依法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王警官 15040376777

大连海警局 0411－87102110
大连海警局 2022年7月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对大连村田针织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债务企业：大连村田针织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截至 2022 年 3 月 20 日，大连村田针织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为

2499.50万元，利息为1352.99万元，孳生息为205.15万元,代垫费用为30.66万
元，债权总额为4088.30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

债务企业概况：大连村田针织有限公司是大连市沙河口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登记注册的内资企业法人，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企业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高档织物面料的针纺织品；羊绒原料收购（用于针纺织品
加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住所地为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北路 229号，法定代表人
朱力，注册资本人民币1746.67万元。

担保情况：
抵押：抵押人为朱力，抵押物为其名下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北路 229

号的房屋及土地，非住宅，地下1层、地上5层，建筑面积3182.22平方米，土地
为其他商服用地，面积1652.50平方米。

保证：保证人为辽宁天佐羊绒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朱天佐、李美华、朱力。
质押：质押人为朱力，质押物为其持有的辽宁天佐羊绒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1800万股股权。
诉讼情况：已胜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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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债权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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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债务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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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管理层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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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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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经理、张经理 联系电话：0411-8368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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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7月1日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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