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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5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相应承继人应支

付给北京中京合创投资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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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30日

债权整体情况：
企业名称：朗驰建设有限公司
所在地：邯郸
债权总额：6,571.52万元（利息截至2020年3月2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拥有的朗驰建设有限公司债权，
债权总额6,571.52万元，其中债权本金6,274.71万元，
利息167.18万元，孳生息129.63万元（利息计算截至
2020年3月21日，2020年3月2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以
我分公司计算为准)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
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

债务企业情况：朗驰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
月22日，法定代表人王永忠，注册资金10,050万元，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1757538291K，地址：河北省
邯郸市邯山区滏东南大街119号明珠巷3号。

抵押担保情况：抵押+保证
抵押物：1、邯郸新奇农业产业化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

位于邯郸县代召乡代召村西309国道南土地使用权供抵押
担保；2、河北辰翔建筑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位于兴华路北、
东柳西街西侧的土地使用权及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保证人董志平、董付存、杜天祥、杜玉花、王永忠、陈
丽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诉讼情况：该笔借款已诉。
债权详细情况详见我公司对外网站：
http://www.gwam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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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担保人或债务人
与担保人关联方除外）。

处置方式：上述债权以竞价、拍卖、金融资产交易所
挂牌等方式进行处置。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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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分产权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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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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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 苏女士
联系电话：0311-89863297
邮政编码：050061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红军大街27号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吕先生
联系电话：0311-8986323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对朗驰建设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合计 备注
1 河北如凯商贸 许晨、牛迎雪、卢文治、 27,999,979.51 7,301,082.48 35,301,061.99 保证+抵押

有限公司 姚雪娇、吕健、李倩、

冯啸宇、许娟、许凯文、

黄华、许长江、吴稳花；

河北新起点铜业有限

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讯（通讯员魏峰）近日，国网盐山县供电公司在信誉楼广

场开展了主题为“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安全宣传咨询

日活动。在活动现场，该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向过往居民

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家庭用电常识小册子，讲解安全用电知

识，接受居民各项用电咨询解答，使他们了解日常生活中安全

用电和节约用电、电力设施保护等方面的基本常识；提醒日常

生活中不安全用电危险点，教群众如何检查、判断和处理简单

的用电故障。该公司还将近年来各类私拉乱接电线、违章用

电、破坏电力设施等导致的人身伤亡事故制作成安全用电展

板，以事故示例和惨痛教训，警示广大人民群众重视电力设施

保护以及安全合法用电。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1200余份，接受客户咨询300余次，增长了居民的安全用电知

识，提高了安全意识，营造了良好的安全用电氛围。

本报讯（通讯员张一鸣）自麦收以来，气温不断升高，制冷负

荷与农业灌溉负荷叠加，造成电网用电负荷屡创年度新高。故

城县供电公司迅速行动，扎实推进提质增效行动，采取多项措施

积极应对高温大负荷，确保电网设备安全运行。该公司科学调

整电网运行方式，将发生重载的变电站负荷切改至负荷相对较

低的变电站供电；加大设备技改力度，对全县输变电设备进行全

面的巡视和安全检查，加强重点线路、台区的特巡、夜巡，集中开

展红外线测温工作，消除各种事故隐患；设备检修工作尽量实施

“零点”工程和带电作业，最大限度减少用户停电时间和次数；科

学制定输变电检修计划，密切监控电网运行负荷，做好电压调整

和无功投切工作。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更换线路CT12台、调整线

路负荷7路次、消除设备缺陷15处，确保了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谢杰）6月28

日，张北县供电公司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主题宣讲进现场”活

动，切实增强一线职工安全生产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持续提升

安全管理水平。

依照“安全生产月”活动方

案，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深入到检

修施工第一现场，通过“党建+安

全现场培训”，为一线职工现场

宣讲安全课。结合施工现场实

际情况，对班前会安全布置、危

险点预控，安全措施落实、生产

现场作业“十不干”“两票三制”

执行等内容进行再教育、再强

调、再落实，进一步强化安全生

产红线意识和法制意识，使广

大一线员工始终对安全生产心

存敬畏，真正让本质安全入心

入脑。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主题宣

讲进现场”活动，切实营造了公

司上下“学安全、讲安全、促安

全”的浓厚氛围，着力提高了各

级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生产

刚性执行力，坚决杜绝人身伤亡

事故的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李丽
芬 陈士钊）随着气温的逐

步攀升，夏季用电出现较大

负荷。宁晋县电网最大负

荷于6月13日、14日两次刷

新了历史纪录，为确保迎峰

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

行，连日来，宁晋县供电公

司落实多项举措全力确保

夏季用电无虞。

该公司组织各单位对

集中区域树障开展销号清

理，共计清理线下树障500

多棵。结合三夏保供电、

麦田防火工作，开展农灌

线路红外测温、夜巡200条

次。该公司组织各单位做

好负荷监控和预测分析，

密切关注电网负荷和设备

运行情况，科学安排电网运

行方式，及时调控负荷，防

止线路长时间重载、过载，

做到应急队伍、抢修物资、

抢修车辆“三到位”，增加

应急抢修值班人员，严格

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积

极应对高温大负荷天气，

做好恶劣天气和灾害防

范，确保发生紧急情况第

一时间处置，全力确保迎

峰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

运行。

本报讯（通讯员钱俊国 耿
辰光）6月24日，国网河北建设

公司建管的盂县电厂500千伏

送出工程顺利投运。该工程将

大幅提升西电东送、外电入冀

能力，每年最大可向河北省输

电150亿千万时，对于缓解河

北硬缺电局面以及京津冀大气

污染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盂县电厂送出工程是国家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要

输电通道之一，工程于2016年

10月开工，动态投资6.6亿元。

工程起自山西盂县电厂，止于

河北邢西500千伏变电站，线

路全长约138千米，途经山西、

河北三市五县。

山西是重要的煤炭能源基

地，是京津冀电网送电的理想

电源点之一。盂县电厂送出工

程落实国家“西电东送”“输煤

输电并举”的发展战略，有助于

变输煤为输电，缓解河北南部

电网缺电的现状，同时减少煤

炭外运造成的运输压力，真正

实现“煤从天上走，电从远方

来”。工程投运后将每年减排

烟尘约 5769 吨，减排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约85305吨、二氧

化碳约1138万吨，有效减轻京

津冀区域环保压力，促进河北

省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的实现。

山西盂县电厂本期建设2

台1000兆瓦燃煤超超临界发

电机组，是华北地区单机发电

最大的火力发电项目，所发电

力将全部送至河北南部电网

消纳，届时将是河北南部电网

直调的最大单机发电机组，年

可发电150亿千万时，每年就

地消纳约500万吨燃煤。盂县

电厂送出工程架通了一条山西

到河北的空中能源走廊，是河

北与山西能源领域优势互补的

合作典范。

邯郸新区 排查隐患保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周凌雁）为进

一步提高配网供电能力，6月24

日，国网河北邯郸市新区供电公

司以提质增效为契机，精心部署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聚

焦“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夯

基础、补短板、促提升”上精准发

力，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举全公司

之力，狠抓隐患治理和落实专项

措施，实现隐患排查扎实推进，成

效显著。截至目前，该公司共清

理树障1639棵，鸟窝81处，漂浮

物22处，藤蔓56处，从源头防范

化解风险，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

在萌芽状态。

隐患排查治理是目前短期

内降跳闸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把

线路事故后被动抢修变为日常

主动巡视治理。摸清底账，扎

实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认

真贯彻落实“四降一升行动方

案”“配网频繁停电跳闸线路和

台区专项治理行动方案”，6月

份以来，该公司组织精干力量，

按计划、分区域落实治理措施，

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按照“属地设备责任田”和“全方

位覆盖、全过程闭环”的原则，明

确了具体排查的输变配及低压

设备，对每条线路、每个设备、每

台配变进行排查，建立健全“一

图一表一方案”，责任落实到人，

由运检部、安监部、各供电所组

成联合验收小组，对隐患和缺

陷进行逐一销号，未能及时完

成治理需要申报项目解决的，

制定切实可行的运维管控方

案，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覆盖全面”的三级隐患排查专

责人网络，做到了任务具体，责

任明确。对于短期内不能消除

的设备缺陷，上报备案，协调部

门配合处理。

同时，该公司加强频繁跳

闸治理力度，进一步夯实频繁

故障线路治理工作，推广配网

设备主人制，明确每条线路每

台配变的主人，对其开展好红

外测温仪、局放检测仪巡视，明

确治理措施及完成时限，持续监

控治理效果。

端午节期间，国网文安县供电公司苏桥供电所员工带

着糕点、水果、牛奶等慰问品来到苏桥夕阳红敬老院开展慰

问活动，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祝福。 井孟标 张雄 摄

盐山供电公司筑牢安全防线

国网河北建设公司

河北维嘉无纺布有限公司创建

于1994年，现坐落于美丽的中山古

城灵寿县南环工业园区，是一家以医

疗卫生用无纺布为主的专业无纺布

制造商。公司现拥有国内领先的热

风生产线6条，深加工生产线4条，年

生产能力为7200吨。

目前，公司产品为各种规格颜色

热风无纺布，包括抗菌、拒水、打孔、

超柔、超白、强亲、弱亲等功能性无纺

布。产品主要应用于卫生巾和婴儿

纸尿裤、成人尿裤的面层、导流层、包

覆层、底膜等，还广泛应用于服装辅

料、日用品、农林育苗等诸多领域。

随着公司大客户战略的实施，目

前已经和国内多家顶尖卫材企业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销售网络

遍布全国，深受客户好评，已成为全

国非织造布行业的知名企业。

公司总经理郭彦梅是一位爱心

企业家，她带领河北维嘉从名不见经

传到享誉全国，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同步跨越。

2020年初，武汉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时，郭彦梅心系一线，率先组织

公司员工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共计捐

款 20300 元，在参与完公司员工的

募捐之后，她又个人拿出10万元，

总计筹得120300元善款，通过灵寿

县红十字会把这份饱含着武汉必胜、

中国必胜的坚定力量，送到武汉人民

手中。

除了在公司组织爱心捐赠外，郭

彦梅也一直紧跟着其他团体的脚

步，向湖北洪湖人民医院捐赠口罩

十箱，通过北京知行公益基金会定

向捐助湖北5000元，通过妇联向湖

北捐助5000元，向三圣院乡捐赠口

罩1000只，向绥芬河红十字会捐款

10万元。

另外，在今年3、4月份，随着全

球疫情的爆发时，因为热风无纺布

可以应用到KN95、N95口罩的过滤

层，由于口罩的巨大缺口，口罩布被

追捧到风口浪尖，整个行业面临前

所未有的巨大诱惑。国内的无纺布

厂家纷纷抛弃原有的卫材老客户，

转头扎进利润极高的口罩布的生产

浪潮中去，国内卫材行业严重断货，

多家知名的品牌企业纷纷停产，妇

女卫生巾、婴儿纸尿裤、成人纸尿裤

严重缺货。郭彦梅一方面顶着原

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并随时可能断

货的压力，在国内外市场上抢购原

材料，保证本公司的卫材客户生产

线的正常供货；另一方面在行业内

奔走呼吁，希望能维持卫材市场的

基本稳定。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人

们根本不会理睬“保卫卫材行业、维

持行业供求平衡”的声音。势单力

薄的维嘉公司坚持着开办企业时的

初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卫材行

业艰难前行，她始终坚守底线，力挺

卫品企业共渡难关。

如此的社会责任感、行业使命感

在郭彦梅看来，仅仅只是“守着自

己本分”的分内之事。她的这份对

于创业初心的坚守，虽然损失了利

润，但是得到了行业内的高度认同

和支持，被誉为“卫材行业的守护

者”。 （王金龙）

河北维嘉无纺布有限公司

专注卫材行业 坚守创业初心

盂县电厂送出工程顺利投运

宁晋供电公司积极备战迎峰度夏

清河供电公司着力提升职工文明素质

本报讯（通讯员霍雯雯）
国网清河县供电公司以全

力争创文明单位为统领，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面向基

层、服务群众，持续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

力提升职工文明素质。单位

各级负责人切实承担起精神

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把精

神文明建设纳入单位发展规

划，与业务工作一同部署、共

同推进。突出社会道德标

杆的树立，用榜样的力量引

导职工参与文明创建。运

用大众传媒、公益广告等手

段，多途径多形式宣传道德

模范和身边好人，充分发挥

模范好人示范引领作用。

加强业务培训，健全服务规

范和标准，开展行业规范教

育实践活动，大力开展文明

服务示范窗口、党员模范

岗、志愿服务岗、文明员工

创建活动。持续开展全员

诚信教育，建立完善干部职

工诚信考核评价机制，增强

干部职工的诚信理念、规则

意识和契约精神。

张北 持续提升安全管理水平

故城供电公司应对高温天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