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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含辖内各支行）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河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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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河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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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相应合同约定义务。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给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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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联系人：王女士、张先生 联系电话：15369365513、13126193196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86号互联网大厦C座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与河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贷款行 贷款本金余额 借款合同号 担保人名称 担保合同号
1 石家庄市世纪盈科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东风支行 14600000.00 0040200038-2017年(东风)字00039号 黄骅市昊诚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0040200038-2015年东风(抵)字0021号

19500000.00 0040200038-2017年(东风)字00040号
2 唐山上隆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州支行 1166468.85 0040300141-2017年(滦县)字00090号 唐山上隆实业有限公司 0040300141-2017年滦县(抵)字0059号

刘洪成、黎桂英 2017年滦县（保）字0003号
杜江、云丹 2017年滦县（保）字0004号
李敬军 2017年滦县（保）字0005号

3 阜城县恒生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城支行 7996183.17 2016年（阜城）字00016号；2017年阜城（变 阜城县恒生高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4070014-2014年阜城（抵）字0002号
更）字0002号 王喜财、宋亚玲 2016年阜城（保）字0011号

4 景县佰隆购物商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县支行 15086392.07 0040700029-2017年(景县)字00077号 高超 2015年景县(抵)字0114号
高超 2017景县(保)字00077号

5 衡水众鑫工程橡塑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新华支行 5936799.76 0040700019-2016年(新华)字00089号、 衡水众志橡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0040700019-2016年新华(保)字0011号
0040700019-2017年（展）字0020号 李国荣、贡娟芬 0040700019-2016年新华(保)字0014号

崔建学、李贵荣 0040700019-2016年新华(保)字0015号
谢鹏飞（抵押人陈亚萍的继承人） 0040700019-2016年新华(抵)字0020号

6 安平县鑫鹏网带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平支行 20889661.31 2018年（安平）字00010号 安平县鑫鹏网带有限公司 2018年安平（抵）字0005号
张文晓、袁凌俊 2018年安平（保）字00010-1号
石军广、石三女 2018年安平（保）字00010-2号
张亚东、张青雅 2018年安平（保）字00010-3号

7 南皮县金益铜材物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北环支行 2652060.49 0040800015-2017年(北环)字00093号 孙成海、周风立 0040800015-2016年北环(抵)字0062号
周风立、孙成海 0040800015-2017年(北环)字00093号

8 河北德威钢管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南门里支行 3329769.67 0040800013-2016年（南门）字00032号、 河北德威钢管有限公司 04080103-2014年南门(抵)字0006号
040800013-2017年（展）字0004号 郭金池、刘淑芬 0040800013-2016（保）00032号、0040800013-2017年南门（保）00008号-2

郭爱军 0040800013-2016（保）00032号-2、0040800013-2017年南门（保）00002号-1
14920000.00 0040800013-2016年（南门）字00036号、 河北德威钢管有限公司 04080103-2014年南门(抵)字0006号

0040800013-2017年（展期）0006号 郭金池、刘淑芬 0040800013-2016（保）00036号-1、0040800013-2017年南门（保）0006号-1
郭爱军 0040800013-2016（保）00036号-2、0040800013-2017年南门（保）0006号-2

7780000.00 0040800013-2017年（南门）字00008号 河北德威钢管有限公司 04080103-2014年南门(抵)字0006号
郭金池、刘淑芬 0040800013-2017年南门（保）00002号-1
郭爱军 0040800013-2017年南门（保）00008号-2

9 河北润通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碑店支行 15681610.20 0040900032-2018年(新城)字00001号 河北润通消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0040900032-2016年新城（抵）字0005号
王彦伯、刘爱荣 0040900032-2018年新城（保字）00201号
王坤、何鑫 0040900032-2018年新城（保）字00202号
白沟白洋淀温泉城润通颐养中心 0040900032-2018年新城（保）字00203号
石家庄金伯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0040900032-2018年新城（保）字00204号

10 曲阳县易明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阳支行 2799999.15 0040900039-2017年(曲阳)字00003号 曲阳县恒瑞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004090039-2017年曲阳（保）字0002号
王树本、王建花 004090039-2017年曲阳（保）字0001号

11 承德国润立德农牧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平支行 11415860.02 0041100035-2017年（滦平）字00016号 承德国润立德农牧有限公司 04110004-2014年滦平（抵）字0010号
承德博亚农牧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0041100035-2017年（滦平）字00016号
杨玉锡、冀桂芝 0041100035-2017年（滦平）字00016号
王亚静、缪姗姗 0041100035-2017年（滦平）字00016号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盛安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张家口鑫盛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05063397973M

成立日期：2013年1月28日

法定代表：张来顺

联系电话：18931561830

营业场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沙岭子镇太师湾村

邮编：075131

经营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

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登记机关：张家口市宣化区行政审批局

发证日期：2017年9月21日

拍卖公告
受有关部门委托，我公司定于2019年5月23日

下午16:00时在卢龙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安大
街东段）三楼第一招标厅对“旧普通二轮摩托车一
批”进行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2019年5月20日-21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
0335-8503399 13785070453(刘女士)
0335-7139989（卢龙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拍卖地点：卢龙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安大街

东段）三楼第一招标厅
公司网址：http://www.ryshpm.com
注明：有意竞买者请于2019年5月22日12:00

时前携带相关证件到卢龙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付
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并按要求办理其他相关事
宜。以电汇或转账形式交付保证金的，须全部款项
入账后方可办理。

以上标的情况以相关部门解释、相关文件记载
为准。

河北如意山海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A级资质企业
河北省公物拍卖指定企业

公司吸收合并公告
依据邯郸冀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5月8

日股东决定，邯郸市宏达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8日股东决定。邯郸冀华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拟吸收合并邯郸市宏达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邯郸冀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存续，邯郸市宏达物
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解散。合并前邯郸冀华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4000万元，邯郸市宏达物
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合并后存
续公司邯郸冀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
变。根据《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各
方的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邯郸冀华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承继，合并后被合并公司的生产及经营管
理权交由合并后存续的邯郸冀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其债权债务由合并后存续的邯郸冀华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清偿。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
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10-6272773
联系人：朱刚玉
地址：邯郸冀南新区马头镇关东洼村

邯郸冀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宏达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5月13日

遗失声明
石家庄市太行塑料编织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不

慎丢失，许可证核准号 J1210001925803，编号
1210-0008965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康保县双福家庭农场（普通合伙）（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30723MA07RNNMX7）拟向企业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农场清算组申报债权。

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赵香秀，注册号130104600212963

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晋州市人民政府批
准，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公开出让[2019]23、24号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地块的空间范围须符合城市规划管理的有关要求；出让范

围内的树木、供电设施等，受让方可结合规划设计方案保留，对不需
要保留的，由受让方自行与有关部门解决，并承担所需费用。如地上
地下有管线或地下有构筑物、人防及其他设施等，由受让方自行与有
关部门协商解决。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欠缴土地出
让价款的单位和自然人，不得参加竞买。竞买申请人应提交竞买保
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商业金
融机构的资信证明。

三、本次公开出让地块采取公开出让，按照出让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公开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公开出让文件，并
以公开出让文件为准。

1、挂牌：[2019]23号地
2019年5月24日-6月12日，申请人到晋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获

取公开出让文件。
2、拍卖：[2019]24号地
2019年5月20日-6月03日，申请人到晋州市土地储备中心获

取公开出让文件。
六、1、挂牌：[2019]23号地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12:00时（以实

际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应于2019年6月12日16：00时之前，到晋州市土地储备

中心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申请文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申请

文件的，并经审查，完全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19年6月12日
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2、拍卖：[2019]24号地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6月03日12:00时（以实

际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应于2019年6月03日16：00时之前，到晋州市土地储备

中心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请并递交申请文件。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申请
文件的，并经审查，完全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于2019年6月03日
16:00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七、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时间和地点：
1、挂牌时间为2019年6月04日9：00时至2019年6月14日10:00

时；地点为晋州市人民政府便民服务中心8楼会议室（健康街36号）。
2、拍卖时间为2019年6月5日10：00时；地点为晋州市人民政

府便民服务中心8楼会议室（健康街36号）。
八、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联系电话：13931193116
联系人：尹女士
[2019]23、24号地块交纳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开户单位：晋州市收费管理局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账号：100147812097
开户银行：农业银行 账号：50305001040036980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 账号：0402024419300147028
开户银行：建设银行 账号：13001617508050502816
开户银行：晋州市邮政储蓄银行 账号：100375508290016617
开户银行：河北晋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25210122000095840
九、[2019]23号地挂牌委托河北金辉拍卖有限公司；[2019]24号

地拍卖委托河北珖润悦拍卖有限公司。
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5月15日

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晋自然规告[2019]04号

遗失声明
涞水县富雅木制相框销售部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

册号130623600162013，声明作废。
唐县正宇矿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丢失，代码05546382-X，声明作废。
顺平县红兴核桃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正副本

丢失，注册号130636NA000306X，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涿州市新希望苗木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681000008230）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承德县振兴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3130821MA07LB817T）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
债权。

廊坊威虎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253084474076）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
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涿州市金鸣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06815661799862）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河北神锋锻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31128319801977J）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东 光 县 玉 广 农 业 专 业 合 作 社（注 册 号
130923NA000977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

顺平县红兴核桃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号
130636NA000306X）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合作社申报债权。

唐 县 艺 伟 装 饰 装 修 有 限 公 司（注 册 号
130627000008059）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唐县诚惠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号
130627000019974）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减资公告
保定花千树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万元减到520万元，请债权人
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出让年限 起始价 竞买保证金 备

（平方米） （年） （万元） (万元) 注

[2019]23号 东一环以西、中兴路以北 4305.03 商业用地 ≤2.0 ≤50% ≥20% 40 701.556 701.556

[2019]24号 晋生路以南（原建材厂） 29234.54 居住用地 ≥1.0、≤2.0 ≤26% ≥35% 70 9853.804 9800

注：1、具体规划要求以规划局出具的规划条件等为准。2、竞得人应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时间进行建设，并在项目开工、
竣工时，向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书面报告。3、规划条件确定的有教育设施配建要求的地块，竞得人应按照规划条件确定的教育设施安排情
况和建设要求无偿配建教育设施，并应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后90日内无偿移交政府。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河北盛安汽车保险销售有限公司张家口豪庭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05063397447J

成立日期：2013年1月28日

法定代表：张来顺

联系电话：18931561830

营业场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沙岭子镇太师湾村

邮编：075131

经营范围：在河北省行政辖区内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

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查和理赔；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登记机关：张家口市宣化区行政审批局

发证日期：2017年9月18日

河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将于2019年5
月24日上午10：00在赵县公安局
会议室公开拍卖罚没鞭炮一批。
有意竞买者请于5月23日17时前
交纳竞买保证金2000元至我公司
指定账户，并携带赵县公安局范庄派出所开具的资
质审查证明及相关证件，赴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汇款账户：河北省拍卖总行有限公司
账号：64312010201889
开户行：河北银行槐南路支行
公司地址：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16号
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19年5月23日
展示地点：赵县南柏舍镇王家郭村西北2000米

路北
咨询电话：13731190215（报名）

13831114017（预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