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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拍卖公告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6月8日10时至6

月9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
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物：
丰宁满族自治县宽广购物有限公司的涉案股权。
拍卖保留价：253.365775万元；保证金：25万元；增

价幅度：1万元。
二、竞买人条件：
1、竞买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同时还应具

备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以及涉案房产所在地关于
房屋限购政策规定的资格或条件，否则自行承担房产不
能过户等相应法律后果。

2、优先购买权人须经执行法院确认后方可报名参
与竞买，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京东
网、河北产权网查询。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311-66635115、18533195936
法院监督电话：0314-2177260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5月15日9时30分在

中拍平台（https://paimai.caa123.org.cn）举办拍卖会，
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秦皇岛鑫峰商贸有限公司不
良债权一笔。

展示时间、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请致电拍卖公司咨询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18000333328
公司地点：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西段海景湾B

座606室
注明：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5月14日11时前交

付保证金并携带相关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按要
求办理其他相关事宜。

以上标的情况以相关部门解释、相关文件记载为准
河北仕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0年6月8日上午

10：00在本公司会议室公开拍卖：邯郸市恒生内燃机配
件有限公司债权（整体拍卖）。

该标的即日起在我公司以资料形式展示。有意竞
买者请携带有效证件及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咨询竞买
手续，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2020年6月5日16时止（以
款到指定账号为准）。

报名地点：邯郸市天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310-8033786 苗女士

邯郸市天诚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5月8日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刊登的拍卖公告中面积

3774.48方米，更正为面积3774.18方米，特此公告。
河北通智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5月6日
遗失声明

陈晓亮遗失奥北公元 一期8号楼1单元1202室购
买房屋收据，收据号：5514556、装修保证金金额：3000
元、出入证保证金金额：40元，特此声明作废。因本人原
因丢失收据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均由本人承担，
与石家庄南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无关。

遗失声明
清 河 县 延 豹 五 金 店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30534MA0EP05D45，公章，财务章和法人手章丢
失，声明作废。

债务企业名称：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等2户
所在地：河北省唐山市
债权总额：债权总额94963.55万元（截至2020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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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处置拥有的唐山市荣茂矿业
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债权总额 94963.55万元：其
中债权本金72477.98万元，利息（含孳生息）22485.57万
元(利息计算截至2019年4月20日，2019年4月20日之
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
本次围内）。

该两户债权，其中荣茂实业为保证+抵押担保方式，
抵押物为位于迁擂路东侧惠民大街南侧荣茂大厦及相应
土地，其中房产面积为13389.99平方米，土地面积为
6286.74平方米（性质为商服）；荣茂矿业为保证担保方
式，无抵押担保。

具体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以竞价、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或者债务减免等方式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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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对象：
（1）债务减免对象：本债务所涉各债务人；
（2）公开转让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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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付款或者分期付款。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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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辛先生、李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325
联系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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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8日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大名营销服务部迁址公告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大名营销

服务部经河北保监局批准迁址，公告如下：

机构名称：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大名

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07年05月25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城天雄路北侧

邮政编码：056900
联系电话：18131098268
机构编码：000092130425001
负责人：谢志宏

业务范围：（一）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二）收

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三）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四）接受客

户的咨询和投诉；（五）经保险公司授权，营销服务部可

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邯郸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30日

流水号：0261495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公告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安市郭二庄支行

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武安市郭二庄

支行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7月29日

营业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郭二庄煤

矿物业管理楼一楼西侧门市

机构编码：B0018S31304005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

郸监管分局

流水号：00535963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馆陶县支行

住所：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筑先路与文卫

街交叉口北行400米路西康恒医药公司

北侧

机构编码：B0018S313040017

流水号：00630760

发证日期：2020年04月17日

设立日期：2008-07-25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邯

郸监管分局

换证原因：更址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对
唐山市荣茂矿业有限公司等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衡水市分公司

地址：衡水市中心大街3号

机构编码：13110071837146800

流水号：0709718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

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4

有效期至：2021/6/22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衡水市冀州区

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信都路西头

机构编码：13118171836605200

流水号：0709719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

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4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枣强

县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火车站广场南侧

机构编码：130000404662211000

流水号：0709721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

的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6/28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武邑县

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武邑县建设西路97号

机构编码：13112271834412800

流水号：0709726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

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深州市

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长江东路

机构编码：13118271838457600

流水号：0709724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

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武强县

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武强县振兴路南头

机构编码：13112370065719300

流水号：0709720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

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省饶阳县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人和东路

86号

机构编码：13112470065778300

流水号：0709727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

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省安平县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为民街37号

机构编码：13112571588528700

流水号：0709728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

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省故城县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郑口镇青

年路

机构编码：13112671586842800

流水号：0709723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

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6/22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省景县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景县景州镇亚夫路

南头西侧

机构编码：13112740476663500

流水号：0709725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

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1/4

变更公告
兼业代理证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省阜城县分公司

地址：河北省衡水市阜城县阜城镇富强

东路

机构编码：13112872161023900

流水号：0709722

代理险种：保险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

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

发证日期：2020/4/27

有效期至：2021/6/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