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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北京天启
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联系电话：朱先生，0311-88611029 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联系电话：李先生，1381093858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债务企业名称：唐山兴隆钢铁有限公司、唐山晨虹

实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唐山

债权总额：5621.6万元（截至2019年9月20日）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拥有唐山兴隆钢铁有限公司、唐山晨虹实业有限

公司2户债权总额5621.6万元，其中本金4138.69万元、

收购利息1092.89万元，孳生息390.02万元（利息计算截

至2019年9月20日，孳生息以长城公司计算为准）。

具体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http://www.gwamcc.com。

诉讼情况：两户均已诉讼。

处置方式：要约邀请竞价转让、挂牌转让及其他处

置方式。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

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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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有效。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具体债权情况最终以借据、合同、催收通知书、法院

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相关部门产权登记、工商管理

部门登记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公告有效期届满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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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王先生 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311 0311-89863307

通讯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邮政编码：050061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8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9日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联系电话：李先生，0311-88611305 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肖先生，13903153311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9日

青岛诚泰汇佳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陈士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青岛诚泰汇佳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陈士海2019年9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青岛诚泰汇佳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对下列债权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陈士海个人。青岛诚泰汇佳不良资产有限公司特公告通
知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债权明细详见表1。

陈士海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即日起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
人的承继人立即向陈士海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
算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诚泰汇佳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陈士海
2019年9月26日

设立公告
机构名称：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中心支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9月19日
发证日期：2019年9月20日
流水号：0244017
机构编码：000156130100
负责人：闫马
联系电话：0311-89631978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城角街672号西
城国际保险产业园A座22楼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
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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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辆保险；经保险监管部门批准的
其他保险业务。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人名称：河北固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新中街286号

机构编码：5A0116510000000000

流水号：0699154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保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

发证日期：2019/9/23

到期日：2022/1/3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余额(截至2019年7月31日) 抵押、担保情况 合同号
本金余额 利息 合计

1 唐山金方圆骨质瓷制造有限公司 9919945.74 1923798.87 11843744.61 唐山新明瑞纸制品有限公司、常刚、李如芬、宋海伯、陈建新、熊艳芝；唐山 冀-06-SME-2016-151借、冀-06-SME-2016-151保1、
金方圆骨质瓷制造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李淑贤名下面积35.58㎡房产 冀-06-SME-2016-151保2、冀-06-SME-2016-151保3

冀-06-SME-2016-151保4、冀-06-SME-2016-151抵1
冀-06-SME-2016-151抵2

2 唐山市东方高科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480081.39 850244.98 3330326.37 唐山汇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吕贺仓、马秀民、玉田县东大冶金热工原件有限 冀-06-SME-2014-233、冀-06-SME-2014-233(补）
公司、吕玉华/蔡连柱名下77.4平方米住宅、吕贺仓/马秀民132.08名下住宅 冀-06-SME-2016-023（保1）冀-06-SME-2016-023（保2）

冀-06-SME-2016-023（保3）冀-06-SME-2016-023（抵1）
冀-06-SME-2016-023（抵2）

3 迁安市助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934491.22 2766053.04 7700544.26 迁安市顺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迁安市助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王清宝、 冀-06-SME-2015-080《授信额度协议》、冀-06-SME-2015-080
刘艳君、孟祥董、陈凤莲名下134.09平米个人房产（房产证号迁安市房权证 （借）《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冀-06-SME-2015-080（承-2）《商业
迁安镇字第O200601952号，土地使用证号码为迁国用（2006）第061860号） 汇票承兑协议》、冀-06-SME-2015-080（保1）《最高额保证合

同》、冀-06-SME-2015-080（保2）《最高额保证合同》、
冀-06-SME-2015-080（保3）《最高额保证合同》、
冀-06-SME-2015-080（抵）《最高额抵押合同》

4 迁西县鸿峰精选有限公司 2339999 1205210.84 3545209.84 郭志业、叶秀双、王卫勇、王春环，高小军、付秀清名下376.32平方米房产、 冀-06-SME-2013-149、冀-06-SME-2013-149（保1）、
163.8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冀-06-SME-2013-149（保2）、冀-06-SME-2013-149（抵）

5 唐山汇邦食品有限公司 5000000 1256364.28 6256364.28 唐山海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叶凤奇、付金艳、唐山汇邦食品有限公司名下 冀-06-SME-2016-045，冀-06-SME-2016-045（保1）。
23套机器设备 冀-06-SME-2016-045（保2）。冀-06-SME-2016-045（抵）

6 唐山兴元印刷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000000 1313650.3 6313650.3 唐山汇凯印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建忠、李秀娟、唐山兴元印刷包装机械制 冀-06-SME-2016-088。冀-06-SME-2016-088（保1）、
造有限公司名下3台机器设备 冀-06-SME-2016-088（保2）、冀-06-SME-2016-088（抵）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7月31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唐山东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及/或下属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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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主体及/或
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李辉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政部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李辉签订

的《资产转让协议》（COAMC冀-2019-A-15-00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以下债权，

已依法转让给李辉，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李辉。现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特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等债权转

让的事实，并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李辉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保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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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李辉

2019年10月8日

债权买受人联系人：李辉 联系电话：17333503333 联系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姜各庄镇李营村100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30日） 担保人及担保物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欠息

1 河北昭远钢结构有限公司 冀-10-2017-032、冀-10-2017-049号、冀-10-2017-047号 29,900,000.00 9,217,830.41 衡水衡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冯明；河北昭远钢结构有限公司55台机械设备抵押
2 衡水金工制衣厂 衡中小借2016476号 7,700,000.00 1,272,752.92 衡水中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孙建国、张彦英
3 衡水市桃城区金工建筑材料厂（普通合伙） 衡中小借2016355号、衡中小承2017150号 9,996,069.90 1,540,153.57 衡水中强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赵俊彦、梁保智、孙建国、张彦英；衡水市桃城区金工建

筑材料厂(普通合伙)153套机器设备抵押
4 沙河市金拓工贸有限公司 冀中银公司（中小）-2017-1413 9,941,721.94 960,925.33 沙河市金东玻璃有限公司、沙河市金仓玻璃有限公司、王红旗、聂艳芳

合计 57,537,791.84 12,991,662.23

单位：人民币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
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北京天启长阳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或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及/或下属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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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主
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遗失声明
耿文通遗失残疾人证，证号：13010319520220061444。声明作废。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本金 利息 抵押人名称 抵押合同编号 原贷款银行
1 北戴河星源电 1500000（人民币） 北戴河星源电 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北戴

子有限公司 子有限公司 河办事处
2 北戴河星源电 三字921101 2840000（人民币） 3064771.31（人民币） 北戴河星源电 三抵字921101 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北戴

子有限公司 子有限公司 河办事处
3 北戴河星源电 921201 80000（美元） 26360.87（美元） 北戴河星源电 中国银行秦皇岛分行北戴

子有限公司 子有限公司 河办事处

债权转让表
计息截至日为2019年6月20日 单位：元、美元

注：最终数据以实际交接文件记载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唐山兴隆钢铁有限公司和唐山晨虹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序号 借款人 保证人 贷款行 借款日期 本金（万元）
1 邢台宇航鞋 邢台市纸箱厂 中国工商银行邢台 1998年4月14日 100

业总公司 邢台市纸箱厂 市桥东办事处 1999年2月4日 60
邢台标准件股 1998年9月30 150
份合作公司
信用（抵押物 1998年12月24日 290
已处置）

表1：

延续公告
兼业代理人名称：大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地址：大城县新华东街

机构编码：5A0115880000000000

流水号：0699151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工程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9/16

到期日：2022/9/29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人名称：河北灵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灵寿县人民东路10号

机构编码：5A0106220000000000

流水号：0699153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工程保险、特殊风险保险、

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人寿保险、年

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发证日期：2019/9/23

到期日：2022/1/30

机构名称：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万全工业园区支行

住所：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山产业集聚区新合作农产业物流园区商贸

区10号

机构编码：B0002S313070054

流水号：00628945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24日

设立日期：1985年03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张家口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