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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市场上演暑期争夺战
本报记者 王 莉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教育
培训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线下课程被停， 线上流量暴
增，在线教育站上风口。 暑期本来
就是教育培训机构必争的节点，
今年各大在线教育机构更是上演
了激烈的争夺战。

在线教育市场的巨大规模一
方面引发机构的争抢， 另一方面
也吸引了巨头的入场。 而从未来
的发展看， 行业集中度将会进一
步提升， 拥有强大师资力量和教
研能力等核心竞争力的机构将有
望胜出。

＞＞＞

多家机构悄然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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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欠发达”到“绿富美”
———浙江衢州的乡村蝶变

从“欠发达”到“绿富美”，乡
村发展需要怎么蝶变？ 地处浙西
山区、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从生
态文明建设中找到了答案。

近年来，浙江衢州深入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中实现“三
农”高质量发展，在绿水青山中孕
育出乡村振兴的美丽篇章。

脱下“满身灰”
披上“生态绿”

盛夏时节，在衢州市常山县
三衢山脚下，辉埠镇路里坑村绿
树成荫，微风拂过，传来阵阵清
香。 很难想象， 如今绿意满满的
“生态村”，曾经是个“灰头土脸”
的“石灰村”。

常山县开发利用石灰石资源
历史悠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石灰石产业飞速发展。 在当地人
的印象中，路里坑村的天空总是
灰蒙蒙的，听得最多的是开矿爆
破声。“大家靠山吃山，基本上靠
这满山的石灰石生活。 ”路里坑
村村支书朱调威介绍，鼎盛时期
该村有 40 余家石灰厂、 碎石厂，
从事石灰生产的村民近 500 人。

为了留住绿水青山，2003 年
常山启动了艰难的石灰石产业整
治，从最低端的立窑开始关停，渐
次升级到对全产业链的清理。 石
灰窑关停后，空气变好了，来三衢
山观光的游客渐成规模。

2002 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
下，村民刘志明开起了村里首个
农家乐。他将老房子改建成餐厅，
承包了村里的池塘，供游客垂钓
观光……见刘志明家的生意一年
比一年兴旺， 村民们开始效仿。
目前， 全村已有 8 个农家乐（民
宿），2019 年经营收入达 300 多
万元。

近几年，衢州大力开展“治气
攻坚战”“治水长效战”和“治土持
久战”，在全省率先实现全市域消
除劣 V 类水质断面、消除黑河臭
河垃圾河、禁止河道采砂等。 生
态环境的变化有目共睹 ，2019
年，衢州“五水共治”群众满意度
居全省首位、生态环境质量公众
满意度居全省第二。

“绿叶子”
变成“红票子”

走进衢州市开化县金星村，
眼前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典型江南
村落。 全村拥有生态公益林 5765
亩，森林覆盖率达 87%。造林时的
艰辛，村委会主任李君历历在目。
但如今看着满目的绿水青山，他
觉得一切付出都值了。

“过去村民的收入就是靠砍
树和种植农作物，看天吃饭，村集
体收入是个‘零蛋’。 ”李君回忆，
十年前村里露天厕所、垃圾池随
处可见。

2008 年， 金星村启动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 将村集体的近万亩
山林分给各家各户， 让村民足不
出村就能有稳定收入。 村民们的
积极性高涨， 他们像种田一样种
山、像种菜一样种树。 很快，林木
葱茏，荒山不见了。 现在的金星村
村道全部硬化到户， 排污一户一
管、垃圾不落地，村里年人均纯收
入从不到 6000 元增长到了如今
的 2 万多元。

这是衢州市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一个生动
缩影。 如今，衢州的森林覆盖率常
年保持在 71.5%以上，先后获得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级生态示范区、
全国首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实践创新基地、全省首个“两
山”实践示范区等称号。

同时， 衢州全市城乡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16 年超
过全省平均增幅， 低收入农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 6 年位居
全省前列，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农民变主播
手机变农具

作为浙江重要的生态屏障，
随着直播的兴起， 衢州的好山好
水换来了当地农产品的走俏。 在
衢州市柯城区万田乡乡村振兴综
合体内，刚培训“出炉”的村播们
正在镜头前寻找感觉。

“我们这个面条是地道的手
工面条， 可以找到小时候的感
觉……”推开直播间的门，记者看
到柯城区廿里镇塘底村村民王惠
兰正在直播。 今年 51 岁的王惠兰
是一名新晋主播。 现在她每天都
会来这里播上几个小时，聚人气、
攒粉丝。

今年 4 月， 全国首个阿里巴
巴村播学院在万田乡乡村振兴综
合体“开学”，50 名农民主播手持
录取通知书， 在这里踏上直播之
路。 村播学院的 6 个直播间里设
备齐全， 村民只要带上自己的农
货就能直接上直播。 包括王惠兰
在内，已陆续有 1000 余名农民主
播在这里学直播当“网红”。

农民变主播、手机变农具、直
播变农活成了衢州农村的致富新
模式。 村播学院相关负责人孙伟
介绍，衢州有不少优质的农产品，
但过去销售渠道单一， 现在村民
们通过手机直播就可以带着大家
看村景、尝美食、购土货，促进了
村民增收，“淘宝村播直播日”一
天就实现销售额 500 多万元。

今年疫情期间， 村播学院成
了大家的练兵场。 农民主播纷纷
通过直播进行销售， 衢州应季农
产品不仅销路没有受到影响，反
而卖出了更好的价格。 据了解，下
一步， 村播学院将面向浙江全省
开展培训， 计划今年培训农民主
播 1 万名以上。 （据新华社）

在通过巨额投入抢占市场的
同时，多家在线教育机构开始悄悄
涨价。 据东方证券统计，环比今年
春季，各家线上教培机构的暑期价
格均有明显上浮，作业帮同比上涨
85%，学而思网校同比上涨 22%，猿
辅导同比上涨 17%， 高途课堂同比
上涨 11%。

周枫认为，今年网课价格整体
上浮主要是受疫情的影响。 春季
学期过后，大批学生尝试过上网
课，对于课程质量的认可度有所

提高，学生和家长对于网课的需
求也在增加。 家长通过对比线上
线下价格，发现线下课程的价格
可能是网课价格的三四倍，即便网
课价格上涨了，仍比线下要便宜很
多。

东方证券认为，今年在线教育
全行业提价的动力主要来自两大
方面：

一是疫情后消费者对于线上
教育认知度的提升和巨大流量的
积累；其次是受暑期大规模资金投

放的促发，机构普遍存在现金流储
备的需求。

此外，获客成本高企也是涨价
的一个重要原因。 来自东方证券研
学的数据显示，学而思网校、跟谁
学和有道的获客成本每人分别为
546 元、978 元和 1085 元。

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整体的课
单价不随着获客成本一同上涨，那
么在线教育机构的盈利将面临严
峻考验。

实际上，目前大部分在线教培

企业还处于亏损的阶段，而随着今
年在线教育渗透率的提高， 龙头
企业的运营指标也将出现改善。
数据显示，免费用户转为正价付费
用户的转化率提高了，疫情之前在
线课程的行业平均转化率在 20%左
右， 今年春季则提高到 25%-35%；
原有的正价学员的续班率也提高
了，往常续班率在 70%左右，今年做
得好的已超过 80%甚至 85%， 这也
使众多机构经营者有了涨价的底
气。

过去数十年，在教育培训业务
发展过程中，线下一直呈现出“地
方割据”的态势，各地都有独具代
表性的培训机构品牌。 新东方创始
人俞敏洪曾表示：“在线下，即便新
东方和好未来两大巨头的市场份
额加起来也不足 10%。 ”

与线下不同，线上意味着规模
效应的无限放大和品牌集中度的
提高，而今年的疫情则为线上教育
市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指出，今年初，疫情导致线下
培训机构被迫停业，给在线教育腾
出了市场空间，众多教育机构以免
费或低价课程吸引了 2.65 亿在校
生转到线上学习，在线教育爆发式
增长，完成了我国教育行业的一次
“线上迁徙”。

今年以来，在线教育机构的两
笔巨额融资引人关注。3 月，猿辅导
宣布面向全社会开放 1 万多个就
业岗位， 随后获得了一笔 10 亿美

元的在线教育史上最大融资；6 月
底， 作业帮宣布获得 7.5 亿美元融
资。

暑期到来之后，各大在线教育
机构纷纷投入高额预算抢占市场。

多家机构通过聘请代言人、与
综艺节目合作等方式大打广告战，
比如： 猿辅导宣布成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作业帮赞助
热门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签约
中国女排代言； 跟谁学也正式宣
布，旗下中小学在线网校品牌“高

途课堂”与东方卫视《极限挑战》达
成合作；网易有道旗下有道精品课
邀请郎平出任代言人。

有消息称，猿辅导、学而思网
校、作业帮和跟谁学四家今年暑期
的营销推广预算分别达到 15 亿
元、12 亿元、10 亿元、8 亿元。 而网
易有道 CEO 周枫曾表示：“有道应
该会比以前有声势， 而且会大不
少”。 据统计，整个在线教育市场暑
假的广告投入已远远超过 45 亿
元。

＞＞＞

行业集中度将提升
我国在线教育市场空间巨大。

数据显示，目前整个 K12 教育培训
市场的规模已接近 5000 亿元量级，
其中在线教育占 13%。有机构预计，
整个 K12 教育培训行业规模将在
2024 年达到 9800 亿元量级， 相当
于拥有 15%的年化增长率。

巨大的市场量级也吸引了互
联网巨头的关注。 淘宝教育在 2013
年推出淘宝同学之后，再次卷土重
来，今年 3 月正式成立淘宝教育事
业部。 今年 1-5 月，淘宝天猫教育
类新入驻商家已超过 5000 家，在暑
假期间，教育课程的相关搜索相较
今年春季增长了 186%。字节跳动更

是下大血本，在 K12、在线少儿、教
育科技硬件等领域积极布局，并宣
称三年之内不会考虑盈利。 腾讯更
是在为教育行业提供基础设施的
同时， 与美国知名教育科技公司
Age� of� Learning 合作，在国内推出
ABCmouse 少儿英语业务。

巨头的加入也让行业的竞争
变得更加激烈。

野村中国互联网及教育行业
分析师徐静表示，在线教育前 6 名
企业的市场份额在 2018 年约为
18%，2019 年在 20%左右，预计今年
可以达到 25%，集中度快速提升。预
计在线教育头部企业今年会有至

少三位数（超过 100%）的营收增长。
头部四家企业的春季正价课购买
人次分别为 150 多万、120 多万、80
万 -100 万、80 万 -100 万。

徐静表示，疫情的暴发和停课
是非常突然的，当所有的学生被迫
居家学习， 这个增量是相当大的，
大约有五六千万的量级。 用户的突
然暴增对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
很大的压力， 对平台的稳定性、各
部门的衔接、 课程和教师的匹配、
辅导老师和销售的服务、员工的招
聘和培训都有很大的挑战。 能承接
得住的就强者更强，承接不住的很
快就会被头部企业吞噬。“我们判

断，疫情之后中小玩家追赶头部企
业的难度将会更大， 未来几年，行
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 ”徐静表
示。

业内人士认为，在线教育这个
赛道未来至少可以容纳超过三个
巨头，但最终谁能胜出还是要回归
教育本身，就是说师资队伍的培养
和教研能力的提升是核心竞争力。
在这个基础上，流量和科技的加持
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同
质化严重、看似混乱的行业发展早
期，谁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拥有
差异化竞争和先发优势，谁就有机
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今年初，疫情导致线
下培训机构被迫停业，给
在线教育腾出了市场空
间，众多教育机构以免费
或低价课程吸引了 2.65
亿在校生转到线上学习。
图为江苏扬州某网课录
制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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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帆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帆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BRZZ-20200810），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

下全部权利，于 2020年 8月 10日依法转让给刘帆。 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和担保人。
刘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帆履行还款义务，如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以签署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

法律文件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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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包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帆 2020年 8月 10日

(如无特殊说明，则币种为人民币，单位为元)��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 抵押人及 /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 /保证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 本金余额 利 息(至 2016

年 6月 30日)

2 阜新福美铁
选有限公司 （94）005号 -（94）113号 阜新市西山宾馆、阜新福美铁选有

限公司（抵押） 300,000.00 370,232.87

3 阜新市服装
二厂

96�年信字第 96080号 阜新市服装总厂 200,000.00 0.00

96年信字第 96082号 阜新市服装总厂 820,000.00 0.00

97119 阜新市服装总厂 800,000.00 3,512,291.95

阜中银贷合(1997)022号 阜新市服装二厂（抵押） 57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23号 阜新市服装二厂（抵押） 1,16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35号字 阜新市服装二厂（抵押） 8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36号 阜新市服装二厂（抵押） 24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字 阜新市新贝西服厂 100,000.00 0.00

4 阜新市高级
服装厂

阜中银贷合（1997）033号 阜新市高级服装厂（抵押） 5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98031)号 阜新市服装总厂 170,000.00 3,824,771.36

阜中银贷合（1997）034号 阜新市高级服装厂（抵押） 190,000.00 0.00

97217 阜新市服装总厂 20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244号 阜新市高级服装厂（抵押） 22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32号 阜新市高级服装厂（抵押） 370,000.00 0.00

97314 阜新市服装总厂 400,000.00 0.00

97315 阜新市服装总厂 400,000.00 0.00

97316 阜新市服装总厂 40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28号 阜新市服装总厂 1,230,000.00 0.00

5 阜新市针织
二厂

95�年阜中信字第 95101号 阜新市高级服装厂 120,000.00 0.00

92079 阜新市针织二厂（抵押） 294,400.00 591,619.28

96年中银贷字第 46�号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2,950,000.00� 0.00

97177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150,000.00� 0.00

97178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1,200,000.00� 0.00

97179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299,000.00�� 0.00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 抵押人及 /或保证人名称 抵押 /保证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 本金余额 利 息(至 2003年

12月 31日)

1 阜新华达铜
材加工厂 2009年 9月 7日

阜新市电缆厂、阜新市电缆厂银燕
铝制品加工厂、阜新市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中心
2009年 9月 7日 4,630,000.00 8,788,304.52

97180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150,000.00 0.00

6 阜新市针织
总厂

97181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600,000.00�� 0.00

97209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100,000.00�� 0.00

97210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100,000.00� 0.00

97211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50,000.00� 0.00

6 阜新市针织
总厂

97213 400,000.00� 34，464，838.480�

97211-2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0.00（美元） 221，529.29（美元）

97241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250,000.00� 0.00

97248 阜新市华宁纺织厂 150,000.00� 0.00

97249 650,000.00� 0.00
阜中银（93）信字第 93127号 阜新市针织总厂 700,000.00� 0.00

阜中银贷合（1997）026号 9,870,00.00� 0.00

无 阜新市纺织厂 379,786.00（美元） 0.00（美元）

无 阜新市纺织厂 290,000.00� 0.00

无 辽宁省蓄产进出口公司 1,000,000.00 164,008.15

无 0.00 15,318.05

无 0.00 30,341.10

无 0.00 33,759.47

7
辽宁华曦集
团辽西地毯

总厂

(96015)�字第 105�号 阜新市塑料厂 400,000.00 65,603.26

99043 阜新市塑料厂 17,484.89 121,704.42

无 0.00 33,759.47

99044 阜新市塑料厂 90,000.00 34,882.33

无 0.00 645,679.71

无 0.00 38,658,14

无 0.00 33,759.47

97226 阜新市塑料厂 405,000.00 189,471.72

1996年信字第 96094号 阜新福诚布业有限公司（抵押）） 2,600,00.00 426,325.88

1996年信字第 96095号 阜新市针织总厂 1,282,000.00 210,211.47

97345 阜新市针织总厂 4,000,000.00 1,431,467.65

97346 阜新市针织总厂 4,300,000.00 1,715,482.12

8 阜新福诚布
业有限公司 97346 0.00� 9,703,605.35

阜中银贷贷（1997）001号 阜新市针织总厂 3,000,000.00� 491,914.48

阜中银贷贷（1997）002号 阜新市针织总厂 3,150,000.00� 516,510.20

阜中银信字第 96116号 阜新市针织总厂 900,000.00 147,574.35

阜中银贷贷（1997）007号 阜新市针织总厂 500,000.00 81,906.25

债权人风险提示
冯兰（身份证号：441425196912260040）与侯勋（曾用名：侯

敬勋，身份证号：341223196912080333）于 2001 年 1 月 5 日登记
结婚，双方婚姻感情基础丧失，婚姻关系已经完全破裂。自 2020
年 3月初起，双方已正式分居，不再存在任何共同生活以及共
同经济行为，侯勋的任何对外债权债务均与冯兰无关，侯勋单
方收入均未再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自 2020年 3月起，冯兰不知
悉、不认可且不共同承担侯勋的自此以后产生的任何债务。 冯
兰在此，再次特别提示侯勋的相关债权人注意相关法律风险。

联系人：冯兰 电话：13008862212�
��������联系电子邮件：eldonzou@163.com

寻人启示
潘朝海：潘炳初遗有壹套房产位于广西省柳州市柳邕路旧机

场一带，经查你对该房屋可能有继承权，但无法知道你的联系电
话及其他联系信息。 为维护你的合法权益，至本启事登报之日起
三个月内，请你带上身份证和你与潘炳初的人事关系材料到广西
柳州市找潘敏联系，联系电话 13607728205，逾期将视为你放弃对
潘炳初遗产的继承权。

潘敏
2020年 8月 11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大连泓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市金州区光明东方明发廊、张

忠琦、阎巧、邢强、张艳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法律规定，
我公司与魏晓锋已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我公司对贵方享有的全部债权
转让给魏晓锋，魏晓锋成为新的债权人，享有与贵方的所有权利，请贵方自
公告之日起直接向新的债权人魏晓锋履行还款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通知人：大连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8月 13日

声 明
北京三赢吉昌科技有限公司原承租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

惠河南街 1102号“国粹苑”A座负一层，此前已拖欠巨额租金及房屋占用使用费，
且《租赁合同》已解除，拟对存放在上述地点的遗留物品进行处置。 如有遗留物品
权利人， 在见报后三十日内到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国粹苑”D 座 306 室商洽联
系，逾期视为无主物品及放弃权利，特此声明。

联系人：郭燕明，电话：13601065995
��������声明人：北京通惠坊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 8月 13�日

北京元兰嘉腾粮油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五升的食用油
产品，只有嘉佰合、念佳味两个品牌，其余品牌不属于本公司产
品，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证明。

公 告

因保管人员失职，在多次搬家过程中，山东
蓝翔技师学院（原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税号 52370000MJD639210X） 山东蓝翔职业
培训学院（税号 52370000MJD639229T），山
东 蓝 翔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370105766665065T） 济南宏达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税号 52370100MJD69608XH）等单位
2010年前的部分财务资料丢失。 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经股东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10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小凡星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天津神州亿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
心商务区分公司申请注销，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20116086552876W, 敬告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
司办理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天津神州亿隆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津
南分公司申请注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2MA07C2602W,敬告债权债务人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
清算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重庆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01JXAL77）经总公
司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重庆万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雷娟，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 45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天地图（天津）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发
票专用章、法人章（王健）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鼎嘉印象图片社不慎将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务号：110108197511205432）
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刊登热线

13331088933

遗失声明

声 明
东 乡 县 赣 东 路 桥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61029778821336F）因业务发展需要,经股东会决议，并经工商部门核准，
于 2020年 7月 2日更名为“江西东路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更名后，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范围、企业类型、注册资本、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
不变。自变更名称之日起，启用新的公司印章。原公司印章（包括公司公章、
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分公司印章、项目经理部印章和项目资料专用章）
均不再使用。 如发现印章持有人仍使用变更前公司名称的印章请及时与我
公司取得联系，否则因此发生的债权债务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公告

江西东路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公 告
刘咏新，北京美新美心大商贸有限公司。 现将（2016）京 0105民初 65862号民事判决书

和（2018）京 0105执 9955号执行裁定书，享有的全部债权权益，包括申请执行的权利和收
取执行款的权利，以贰万五千元转让给青岛中天创赢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特此通知

李建 2020年 8月 8日

济 南 中 科 众 能 动 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0100MA3NUDAY4B,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
资本，由原注册资本 6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32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于见
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请求。

减资公告

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将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上午 10:

00在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延时的除外）对以下标的
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
1.大庆园区再利用废旧油管半成品 6000吨管件半成品∮73/∮89（二类）
单价：2280元 /吨
2.大庆园区再利用废旧油管半成品 4000吨管件半成品∮73/∮89（二类）
单价：2280元 /吨
3.大庆园区再利用废旧油管半成品 4000吨管件半成品∮73/∮89（二类）
单价：2280元 /吨
4.吉林园区再利用废旧油管半成品 2000吨管件半成品∮73（一类）
单价：2518元 /吨
以上标的按单价拍卖，以实际称重为准，不进行损耗、杂质等剔除
资质审验时间：2020年 8月 17日 13:00-16:00

��������预展时间：2020年 8月 18日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竞买人条件：境内注册的法人企业，具有机械加工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

或联合体，无违法违规记录；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有意者请实地看样并现场提交勘验确认单，未看样的竞买人
不予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责任自负。 竞买人决定参与竞买的，视为对拍卖财产
完全了解，并接受拍卖财产一切已知和未知瑕疵。

凡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0年 8月 19日 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人民币）标
的 1:684万元、标的 2:456万元、标的 3:456万元、标的 4:251.8万元交纳至拍卖
公司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时间为准），并在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
网络竞价平台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址：www.ppzxchina.cn。
拍卖公司联系人：任先生联系电话：13522161404��40080036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