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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河北经济日报
2022.9.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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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从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保
证债权、抵押权、质权等附属权利）及其他相关权益依法转让给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特此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
请债务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债务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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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基准日 2022 年 2 月 28 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1
河北豫龙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编号为：贷字 115020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担保人名称
1、抵押人：释延才；
2、保证人：周位章、李芙仙、周鹏。

2

无极县天瑞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编号为：贷字 115120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抵押人：河北艾利特皮革制品有限公司；
2、保证人：李志永、闫彦钗、李拴牛。

3

唐山立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抵押人：唐山立兴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保证人：董立学、唐秀玲。

4

迁西县渔户寨福珍全六顺
矿业有限公司

1、编号为：C100L14026《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2、编号为：C100L14030《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3、编号为：C100L14031《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1、
编号为：
展A101U14005《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展期展 A101U14005《展期合同》。

5

秦皇岛北戴河大班金属制造
有限公司

6

沧州同聚祥酿酒有限公司

7

河北中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1、编号为：抵字 1150202 号《抵押合同》；
2、编号为：保字 1150202-1 号《保证合同》；
3、编号为：保字 1150202-2 号《保证合同》；
4、编号为：保字 1150202-3 号《保证合同》。
1、编号为：抵字 1151201 号《抵押合同》；
2、编号为：个保字 1151201-1 号《保证合同》；
3、编号为：个保字 1151201-2 号《保证合同》。
1、编号为：抵 C100L13033《最高额抵押合同》；
2、编号为：保 C100L13033《最高额保证合同》。

贷款行
未偿账面本金余额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7,129,707.2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6,4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1、抵押人：唐山市曹妃甸区汇通管业有限公司；
2、保证人：李振远、谷香居、迁西县昌顺矿业有限公司。

1、编号为：抵展 A101U14005《抵押合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2、编号为：个保展 A101U14005《保证合同》；
3、编号为：保展期展 A101U14005《保证合同》。
编号为：A101HB13008《小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抵押人：秦皇岛市北戴河区宝乐实业发展公司；
1、编号为：2011BDH 最抵字 00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分行
2、保证人：张继宏、王玉静。
2、编号为：BDH2011 最保字 002《最高额保证合同》；
3、编号为：HB2012 最保字 01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编号为：贷字 015020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抵押人：沧州市同聚祥成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编号为：贷抵字 0150205 号《抵押合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2、
保证人:端木永红、
陈玉哲、
河北同聚祥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2、编号为：重组抵字 0160301 号《抵押合同》；
3、编号为：贷保字 0150205-1《保证合同》；
4、编号为：贷保字 0150205-2《保证合同》。
1、编号为：贷字 616100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抵押人：河北中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1、
编号为：
抵额字614031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
2、编号为：贷字 616040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
保证人：
高邑县益华废旧物品回收有限公司、
韩红利、
李彦辉。 2、
编号为：
贷保字6161001-1号《保证合同》；
3、
编号为：
贷保字6161001-2号《保证合同》；
4、
编号为：
贷保字6161001-3号《保证合同》；
5、
编号为：
贷保字6160402-1号《保证合同》；
6、
编号为：
贷保字6160402-2号《保证合同》；
7、
编号为：
贷保字6160402-3号《保证合同》。

13,785,887.21

8,999,979.95

19,526,112.00

4,953,862.43

17,933,089.5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曹妃甸资产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河北中邦担保有限公司与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
银监会的有关规定，
以及河北中邦担保有限公司与徐州光环钢管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
ZBAC-2022-04-25），
河北中邦担保有
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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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河北中邦担保有限
公司与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徐州光环钢管（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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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

公

尊敬的广大电力用户：
由于一些用电客户在我公司办理销户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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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中邦担保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徐女士 15511378360
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石先生 13815316104
河北中邦担保有限公司
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单位：元

序号
1

告

其户头上仍有电费预收款。为减轻用户负担，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现集中清理销户有预存
客户金额，
本次公告清理范围为石家庄地区共
0.1 万户，用户明细将张贴在所属辖区的供电
营业厅中进行公示。县域用户请到当地营业
厅咨询。
请 0.1 万户客户在登报之日起十天内携
带有效证件、缴费发票或收据到对应的供电

主债务人名称
劳特斯空调（江苏）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币种
账面本金余额
徐州光环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 967.43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4357.55

账面本息余额
5324.98

备注
截止日期 2022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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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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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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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机构名称：邯郸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乡希望
街支行
机构住所：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希望街与瑞
安路交叉口西北角民生城市主人小区 S10
号楼 103 号、104 号
机构编码：B0331S313040062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短期、中期和
长期贷款；
办理结算业务；
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
代理发行、
代理兑付、
承销政府债券；
从事
银行卡业务；
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代理收
付款项；
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总行授权经营的其他业务。
流 水 号 ：00817056
批准日期：2016 年 03 月 03 日
发证日期：2022 年 06 月 29 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邯
郸监管分局
联系电话：0310-5646165
换证原因：更名，
更址，新版许可证换发

注销公告
机构名称：太平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河北
分公司威县营业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533MA0G2FPP7J
机构编码：
269685130533800
成立日期：
2021 年 03 月 04 日
营业场所：河北省邢台市威县洺州镇爱
国路一品澜郡小区底商 2 号门市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晋州市锐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
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晋州市锐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
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晋州市锐源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履行还款、担保义务（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原贷款行
借款合同号
担保人名称
1
晋州市金森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XQYJYZX-2015-SDT-754 榕港（晋州）工艺品有限公司、
艺品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晋州支行
张增贵、王英钗、高锁印、张彦彩

业务范围：在河北省范围内为投保人拟
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
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进行索赔；
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担保合同号
XQYJYZX-2015-754、
XQYJYZX-2015-754-01、
XQYJYZX-2015-754-02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遗失声明
河北佳华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纳税识别号：130103732691216；
遗失公章，
财务章，
法人章（法人：
满宁）。声明作废。

营业厅办理确认手续及退费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各区县咨询电话如下：
裕华区、长安区：
66662861
桥西区、新华区：
66667233
开发区：
66662780
环城服务区：
66667922
鹿泉区：
87593333
藁城区：
88119999
栾城区：
69075186
辛集市：
83297777
正定县：
66712226
赵

县：
87297250

平山县：
69076716
元氏县：
69072345
新乐市：
69085242
井陉县：
69082663
灵寿县：
69074336
深泽县：
87513022
行唐县：
87355364
高邑县：
87583110
晋州市：
84457333
赞皇县：
69073244
无极县：
85583458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石家庄供电分公司
2022 年 9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