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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信息和知识领域

百度直播另辟蹊径能否异军突起
本报记者 祖 爽 文/图

5 月 15 日晚八点，李彦宏亮相
百度直播间，与樊登读书创始人樊
登围绕“家·书”主题展开对话。 值
得注意的是，百度直播聚焦在信息
和知识领域，避免了与抖音、快手

直接“拼刺刀”，而李彦宏亲自上阵
也彰显了百度重点发力直播业务
的决心。

与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
网巨头相比，百度的直播业务来得
有些迟。 另辟蹊径的百度直播能否
在直播领域蹚出一条路？

与其他“大佬”不同的是，李彦
宏在直播首秀中并没有带货，更像
是一场老友间的访谈，“书”是贯穿
整场直播的话题之一。 李彦宏分享
了自己的读书经验，并推荐了相关
书单，包括《桥牌入门》《精神的魅
力》《原则》《东周列国志》， 以及金
庸的小说等。 开播 10分钟后，页面
显示参与人数突破 100 万，直播结
束时这一数字超过了 900万。

关于人工智能，李彦宏也谈了
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
人工智能会颠覆教育，未来每个学
生都会拥有自己的专业人工智能

助理。 从 2016年起，人工智能的话
题越来越热，但真正的商业化价值
还没有体现出来。

“我参与直播主要是出于对百
度产品的兴趣，喜欢直播的不确定
性。 ”李彦宏谈及直播的初衷时说，
“直播和视频是两种媒体形式，用
直播来传播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他还表示， 将来有人愿意来百度
App 带货也是没问题的。

虽然李彦宏没有带货，但也在
直播时为自家的产品做起了广告，
当谈到智能语音时，李彦宏提到了
自家的小度音箱，并表示小度音箱

的语音识别性较准确，即使是用很
小的声音说话也可以精确识别。

值得一提的是，李彦宏结束直
播首秀后，百度的股价应声而涨。 5
月 15 日当晚， 百度股价从开盘时
的 95.18 美元/股不断攀升，涨幅一
度超过 4.3%。 粗略算下来，百度的
市值一夜涨了近 17 亿美元， 约合
120 亿元人民币。

不带货只聊书
李彦宏在直播中分享了读书经验，并推荐了相关书单，吸引

了超过 900 万人观看。

＞＞＞

目前，百度 App、好看视频、全
民小视频等中均有百度直播的入
口。 中国商报记者在百度 App 内
的直播栏目下看到，其涵盖的内容
包括东方卫视、安徽卫视在内的十
个卫视的节目直播、热点论坛峰会
直播以及游戏竞技直播。峰会直播
板块观看人数较多，均在几十万人
左右。游戏竞技类直播观看人数则
较少，从几百人到上千人不等。

近年来， 随着直播带货的兴
起，众多电商和互联网企业纷纷涌
入，行业渐成红海之势，包括阿里
巴巴、京东等在内的各大电商平台
和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内容平台
纷纷涉足直播电商，其市场规模快
速扩大。 中信建投证券研报测算，
其规模已从 2017年的 190亿元增
长到 2019年的 4338亿元，预计今
年将达到 9610亿元。

沈抖表示，百度做的是以信息
和知识为核心的直播，因为搜索用
户有更明确的信息和知识需求，这
是百度直播不同于其他直播的根
本。 一方面，搜索和信息流的特性
会让百度更清楚用户想看什么类

型的直播；另一方面，百度拥有超
过 10亿的用户规模， 这些都是其
他直播平台所不具备的优势。

对此，张毅表示，百度选择在
信息知识领域布局，首先因为百度
是目前较大的知识获取来源，用户
基础规模大；其次在娱乐方向的赛
道上已经有了抖音、快手等诸多强
者，百度再入局机会已经不大。“5
亿元补贴其实并不算多，但是如果
由此去打造出一些知识分享方向
的主播，对于百度接下来的产品升
级会是一个很大的产品提升。 ”张
毅说道。

达睿咨询创始人马继华则表
示，百度在信息知识领域确实有优
势，虽然看起来变现有些难，但百
度的很多内容也要逐步适应新的
技术条件，直播这条路不得不走。

也有业内人士并不看好百度
直播未来的发展。“现在直播的格
局已经很明朗，几家巨头占据了相
当一部分市场份额，且快手、抖音
等平台本身也有教育和知识板块
的内容， 百度的发展空间已经不
大。 ”庄帅表示。

布局信息知识领域
有观点认为，百度在信息知识领域确实有优势，快手、抖音

等平台也有教育和知识板块的内容，百度的发展空间有限。

＞＞＞

李彦宏的每一次站台，都代表
着百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次也不
例外。在“万象”2020百度移动生态
大会（以下简称万象大会）上，百度
执行副总裁沈抖表示， 今年下半
年， 百度将更积极地推进百度直
播。 百度直播集中体现了移动生态
今年下半年的重点发展方向，即
“人”与“服务”。 而为了吸引更多创
作者，百度还宣布将拿出 5 亿元补
贴打造 1000 位明星主播， 助力主
播实现商业变现，增加流量曝光和
粉丝沉淀，打造主播影响力。

“李彦宏的亲自出镜，表明百
度在下一阶段会把直播业务提升
到公司战略层面的新高度。 在尝试

了一系列产品和业务之后，百度再
次布局直播这一新赛道。 ”艾媒咨
询集团创始人张毅对中国商报记
者表示。

百度财报显示，2019 年公司营
收为 1074 亿元， 其中核心广告业
务营收为 797 亿元， 占比为 74%，
而爱奇艺贡献了剩余的 290 亿元。
显然，当前的百度急需探索新的收
入增长点。

“其实，百度前几年并没有意
识到用户习惯和商家需求的改变，
所以字节跳动等内容平台崛起了，
而内容本身就是搜索的基石。 ”百
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对中国商报记
者表示。

今年以来，百度直播在百度移
动生态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百度 App 开设
了“战疫直播间”科普防疫知识页
面，还上线了“想见你现场”“云娱
乐”直播；百度百科首次启动直播
项目《行走的文明》，围绕全球的博
物馆、艺术展、艺术人物等进行全
方位的直播内容呈现；而其旗下的
好看视频则以在线小剧场的形式
开展了“云相声”直播。

而在游戏直播方面，百度已和
触手直播达成深度合作，后者独家
运营百度旗下所有游戏直播业务，
进一步探索流量红利与直播场景
升级。

打造明星主播
百度将拿出 5 亿元补贴打造 1000 位明星主播，助力主播实现商业变现，增加流量曝光和粉

丝沉淀。

＞＞＞

成都铁路港综保区企业有专属代码

近日， 海关总署批复成都国际
铁路港综合保税区海关统计经济区
划代码， 这标志着成都国际铁路港
综合保税区正式以独立的经济区划
被纳入海关统计， 铁路港综保区的
进出口企业也拥有了自己独立的

“身份”代码，享受各项优惠政策将
更加便利。

据介绍， 成都国际铁路港综保
区 海 关 统 计 经 济 区 划 代 码
“5101F961”和“51019961”，名称分
别为“四川自贸区成都青白江铁路
港片区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和
“成都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其他
地区”。 其中，第五位代码“F”代表自
贸区，第八位代码“1”代表经济区划
片区顺序号。
（谭仕科 吴淳友 本报记者 徐民）

厦门造宫颈癌疫苗本月可预约接种

记者从厦门万泰公司了解到，
厦门海沧造的首个国产双价宫颈癌
疫苗本月在全国五个省份开始接受
预约接种, 下个月将增加 16 个省份
预约，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同时，
首个国产九价宫颈癌疫苗即将展开
三期临床试验，最早有望在 2025 年
上市。

4月 21日， 首批共计 93643 支
国产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生物制品批签
发证明， 正式获批进入市场流通环
节。 5月，新疆、吉林、湖北、云南、江
西五个省份的社区医院可以预约接
种。6月，预约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广东、山东、海南等 16 个省份可预
约接种。 福建由于目前处于省级招
标启动过程中， 还无法确定可预约
接种的时间。

（颜祥子 本报记者 钟瑜）

蓬莱市人民医院直播关注心理健康

4月 24日， 山东省蓬莱市人民
医院举办了一场“云直播”，特邀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组织）系
统排列指导师（师资）、家庭教育指
导师（师资）、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心
理健康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 蓬莱
市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王建峰教
授走进钉钉直播间， 与大家共同分
享“后疫情时段的心理健康防护”。

本次活动是“蓬医心理小组”的
第 29 次活动。 在直播中，王建峰教
授主要从心理健康诊断及防护两大
方面进行讲解， 同时还带领大家进
行了现场放松减压练习。 授课结束，
现场有情绪和家庭问题的观众与专
家一对一互动， 王教授一一进行逐
步探究、深刻剖析，发现问题，灵活
处理，使大家获益匪浅。

（孟彦祥 张成成）

直播圈近来很热闹，继罗永浩、董明珠等商业“大咖”之后，百度 CEO（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右）也加入了直播队伍，为自
家的百度直播站台。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8)川 0104民初 14175号

原告：王跚，女，1987年 6月 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成都市锦江区琉璃路 X号 X栋 X单元 x号，现住成都市锦江区琉璃路中港 CCpark8栋 X单元 X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俊杰，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荣，女，1991年 1月 1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陕西省宁强县燕子镇木槽沟村七组 21号，现住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兰池大道 12567号星河湾小区 1栋 1单元 90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运来，陕西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景路，陕西泽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认为，名誉权是公民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依法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

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本案中，关于涉案微博账号“骁拥姗绽”和“3Ukevin610613”是否是丁荣的账号问题，虽丁荣予以否认，但结合涉案微博中上传的王骁与王跚的

照片、其针对王骁“喊我 maomao�就很好”所发微博的评论、以及该两个微博账号与“喊我 maomao就很好”的私信对话，内容均涉及丁荣与王骁之间
的纠纷，指向明确，甚至两个微博账号对“喊我 maomao�就很好”所发微博中所提及“丁荣。。。。。。 ”进行回应，并通过两个微博账号发布微博或私信要
求王骁“喊我 maomao�就很好”删除丁荣的照片等，因此，涉案微博账号“3Ukevin610613”和“骁拥姗绽”上载明的内容可以认定系丁荣所发布，涉案
微博账号“3Ukevin610613”和“骁拥姗绽”是丁荣的微博账号。

微博不是专属于个人的私人空间，而是具有一定社会公开性的空间，具有较强媒体特性，成为开放性的网络舆论平台和媒体。 虽然微博博主们
在网络上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言论自由的权利是相对的，其行使以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为限。 在微博中发布的言论所造成的影响不同
于传统媒体，一方面微博具有社会公开性，微博的公开信息不仅能够被动的被他人查阅、知悉，他人还可以通过转发或链接的方式迅速传播；另一方
面，微博作为新型的自媒体，也具有用户多信息多更新快的特点，在互联网海量信息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能受到广泛关注，多数信息的关注和分享
局限在网络社交圈内。 微博中发布的言论构成对他人名誉权侵犯时，在考察损害后果时需要综合考虑发布者的影响力、发布的言论受到关注的程
度和可能的传播范围，进而认定对受害人造成的影响。

本案中，丁荣与王骁原系网友关系，双方之间发生纠纷，应通过合法方式解决。丁荣将其与王骁之间的纠纷通过微博广为散布，在其微博发表博
文或评论中关于王跚“烂货”、“又丑又脏的货”、“克夫相”、“男人看了都会想吐”、“恐龙”、“又丑又烂又没教养张牙舞抓的货”、“一家无耻货”等侮辱
性语言，并附上王跚的照片，使用“高考分都是假的”、“意淫别的男人”等对王跚进行诽谤，并@其他微博用户，对王跚具有明显的攻击性，且触及王
跚的个人隐私，显属不当，对王跚的人格尊严、社会评价均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应承担停止侵权、恢复名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的法律
责任。 本案中，王跚要求删除涉案侵权

微博内容，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至于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范围，一般应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本案中，王跚要求
丁荣在新浪微博＂3Ukevin610613”、“骁拥姗绽”发布内容经人民法院审核的道歉声明，且连续置顶不得少于十五日，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

丁荣的不当言行对王跚构成名誉侵权，应给予王跚一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依法酌定。 根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的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
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
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权人
的获利情况；（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丁荣在网上发表的具有侵权内容的博文和评论散布面广泛，持
续时间较长，对王跚的人格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本院酌定丁荣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0元，对于王跚多主张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由于王
跚未举证证明公证费的实际数额，故本院对其主张的公证费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第 1页第一百二十条、第一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
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八条、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丁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立即停止侵犯原告王跚名誉权的行为，并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其在账户名称
为“3Ukevin610613”、“骁拥姗绽”的新浪微博上所发布的侵犯原告王跚名誉权的微博内容；

二.被告丁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其新浪微博＂3Ukevin610613”和“骁拥姗绽”首页置顶位置连续十五日发布致歉声明，向原
告王跚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须经法院审核，逾期不履行，法院将选择一家全国发行的报刊公布判决书主要内
容，费用由被告丁荣负担）；

三.被告丁荣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跚支付精神抚慰金 20000元；
四.驳回原告王跚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000元，原告王跚负担 500元，被告丁荣负担 500元；保全费 1020元，由被告丁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王艳 人民陪审员：钟翠屏 人民陪审员：周跃飞 书记员：梁意
2019年 4月 22日

催告函
奉节县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乔诗斌 （身份证号码 ：

512226196212040017）、何君（身份证号码：512226196903080026）、杨
鸣 （身份证号码 ：512226195704200035）、 牛琳 （身份证号码 ：
51222619660218004X）、沈益平（身份证号码：512226196212300966）：

奉节县同鑫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万州分行）借款 300 万
元（大写叁佰万元），《借款合同》 编号：2016 年中银渝企万短人字
0004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借款人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委保字第 33 号《委托担保合同》；乔诗斌、何君、杨鸣、牛琳、
沈益平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2016）保证反保字第 141 号、港渝
（2016）保证反保字第 140 号、港渝（2016）保证反保字第 142 号《保
证反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 我司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 截至 2018
年 5月 24日止，为借款人共向中行万州分行代偿借款本金 9167.95元。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2016）委保字第 33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2016）保证反保字第 141 号、港渝（2016）保证反保
字第 140号、港渝（2016）保证反保字第 142号《保证反担保合同》的
约定，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还代
偿本金 9167.95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北京百善雅柯室内装饰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92110114MA00UAL01T,
现拟变更为企业组织形式，变更后的
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本人承诺
变更后若有原个体工商户经营期间
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仍由本人承担。
个体工商户签名：李莉 2020年 5月 19日

个体工商户转变企业组织形式公告

北京盛达通鑫建材供应站不慎丢失
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许可证
编号： JY21114161864655， 有效期至
2023年 05月 29日，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正丰包装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遗失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林春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
号 421125600037295�，特声明作废。

景泰代理丢失锦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河北分公司下列单证， 交强险单证号
21019033021-21019033030，商业险单证号
21019000317-21019000319、21019000367，
交强险单证号 21019000396 客户联，商业险
单证号 21019000367 客户联，交强险标志号
11019003266-11019003274、11019000870、
11019000563、11019000358、11019000980、
10919061188、10919057491、10919060970、
10919061170、10919060891、10919068003、
10919068110、10919068011-10919068020、
10919069279、10919069478，特此声明作废。

（潘守长）不慎遗失已填开的中联重科股份
有限公司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报税联）1
份， 发票代码：143001920660， 发票号码：
60910595， 车架号 L5E6H4D31LA004318，
金额：920000.00元，特此声明。

宋伍波遗失签发日期 2019-09-01 身份
证，证号 610424199510113214，声明作废。

本人申智畅不慎遗失军官证， 证号军
字第 0945795号，声明作废。

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第三百六十
七分店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620523MA71WFP56Q，声明作废。

洪伟遗失正荣公司发票， 发票号 06227999�，
丁正鑫遗失正荣公司发票，发票号 07385850
周 孙 龙 遗 失 正 荣 公 司 发 票 ， 发 票 号
04501155，04501154 现声明以上发票作废。

本人苏金福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 1份，楼盘名
称:中国海南海花岛 2 号岛 308 栋 1809 号房，
2017 年 7 月 5 日，收据金额为:100610（含定）
元，收据编号：HHD4060741，特此声明作废。

钱茉菲不慎将 2019年 12月 27日在北京
百得利汽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的
保时捷卡宴汽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遗
失，车架号 WP1BA29Y1LDA65204，发票
代码 111001822011，发票号码 01397489，
发票金额 1250613.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钱茉菲不慎将 2019年 12月 27 日在北京
百得利汽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购买的
保时捷卡宴汽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遗
失，车架号 WP1BA29Y1LDA65204，发票
代码 111001822011，发票号码 01397489，
发票金额 1250613.00 元，特此声明作废。

北京心语心愿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MA01LN3UXD，不慎将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广源聚发商贸中心（注册号:110113009842248）
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中国人寿鄂州分公司遗失农村小额保险空白
单证 2121420234747701-2121420234747800，
2121420234767301-2121420234767400，
共计 200 份，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日升银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6071748171R）不慎遗失营
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HSYHBL2018-061】、【HSYHBL2018-072】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通
知债务人尽快向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下述本金为截
至资产转让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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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单位：元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保

证人 /抵押人 担保 /保证 /抵押合同号

2,700,000.00 519170601211780 李新英、张
汉诚、李慷慷 519170601211780

1,200,000.00 519170501211584 郑晓东、刘
国静、王常娣 519170501211584

张金维

刘洋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声 明
2018 年 12 月 28 日、29 日, 沈阳百兴泰实业公司以实缴或

者代缴投资款的名义,向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铁力）有限公司
转款 19笔。 这期间,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铁力）有限公司依次
分 19笔转款 10000 万元汇入我公司账户后,又将该款转给赤峰
永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我是铁力市润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经理、法定代表人。 上
述利用我公司账户的收款、转款行为,均未经公司研究决定，本
人亦不知情。 我公司保留追究有关人员违法、越权转款，侵犯公
司利益法律责任的权利。

铁力市润丰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艳珩
2020 年 5月 19日

催收公告
北京东方建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包头市华银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王
文俊、温卫忠、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5】月【1】日止北京东方建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共欠我公司
到期未付款项本金人民币【91,159,878.73】元及相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包头市华银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王文俊、温卫忠、内蒙古华银设
备（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催收公告
包头市华银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2020】年【5】月【1】日止包头市华银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共欠我公司
到期未付款项本金人民币【8,691,567.13】元及相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9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HSYHBL2018-028】、【HSYHBL2018-031】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通
知债务人尽快向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下述本金为
截至资产转让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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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单位：元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保

证人 /抵押人 担保 /保证 /抵押合同号

4,800,000.00 520160101214949 李红、戴方君 520160101214949

5,000,000.00 520150701212686
（520160707210943）

刘朝华、赵福
娟、宋迎先

520150701212686
（520160707210943）

苏敦长

苏佳彬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工程竣工公示
广西地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桂林两

江国际机场航站楼及站坪配套设施扩建工程污水
污物处理工程已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已竣工验收，
如有发现拖欠农民工工资及材料款现象，请于 15
日内及时通过以下方式反映， 如未在公示期间反
映，视为已依法处置。 建设单位：广西机场管理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阳鹏飞 联系电话：
13807739074，施工单位：广西地大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联系人：林世强，联系电话：0771-3121586，劳动
保障监察监督局：0773-280011。
广西地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北京世纪丝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5673829374T）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
组成员：孟静、靳振广,清算组负责人：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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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孙希珍身份证号 120104194203050443 同意
死亡后将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保定道树德里 11
号 202-203 号房屋指定过户给张爱洁身份证号
120104196803180443特此公告。2020年 5月 19日

指定承租人公告

注销公告

公 告
李艳杰（身份证号：110111198308286516）因你违反世

茂天成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第二分公司《员工奖惩
管理办法》第 4.4.2 条，按公司制度、劳动合同及法律规定
与您解除劳动合同，现要求您于见报之日起 3 日内至公司
办理相关离职手续， 且自见报之日 60 日内至公司办理工
伤鉴定及社保减员相关手续，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债权转让通知书
谭金财（身份证号：441822197510211913）：

广东盈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根据与你签订的《委托保证合同》
（盈腾 YT/YX20140015-1-1 号与 YT/YX20140015-2-1 号）、《抵押
反 担 保 合 同 》（盈 腾 YT/YX20140015-1-2 号 与 盈 腾
YT/YX20140015-2-2 号）等以及对陈越越的代偿，享有对你的债权
本金 65万（以实际代偿为准）以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请求权等及
房产抵押权，现已全部转让给蔡和（身份证号：421022198301226657）。
请收到本通知书后及时向蔡和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广东盈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HSYHBL2018-073】、【HSYHBL2018-074】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通
知债务人尽快向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下述本金为截
至资产转让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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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单位：元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保

证人 /抵押人 担保 /保证 /抵押合同号

1,050,000.00 519170101219715 张洪艳 519170101219715

800,000.00 519151201214642
（519161207211132）

王子彪、焦桂
朝、蒋艳秋

519151201214642
（519161207211132）

李志成

宋兰强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HSYHBL2018-035】、【HSYHBL2018-054】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通
知债务人尽快向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下述本金为截
至资产转让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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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单位：元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保

证人 /抵押人 担保 /保证 /抵押合同号

1,500,000.00 520150901213490
（520160907211064） 孟凡青 520150901213490

（520160907211064）

3,200,000.00 519160701217252 张娅 519160701217252

孙英杰

顾荣亚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SOMATEX�Medical�Technologies�GmbH�生产的一次性使用活检针及附
件（注册证编号：国械注进 20153152254），其医疗器械注册变更文件，变更批
准日期为 2017 年 9 月 27 日的证件已经不慎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汉能襄阳薄膜发电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206000661123128）作废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作废声明

宁波圣威密封材料有限公司遗失 3 正 3 副正本
BAL�B/L一套,提单号码为:4359-0658-002.021�,船名航
次:MAREN�MAERSK�V.010W,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北京博雅汇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10108318110744F） 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
成员：刘文军、徐彦超 ,清算组负责人：徐彦
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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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北京凯瑞雅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
110114017030648）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
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成员：徐
凯、孙朝旭 、曹永健,清算组负责人：徐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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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催收公告
北京挖宝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建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5 月 1 日止北京挖宝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共欠我公司到期
未付款项本金人民币 55412410.81 元及相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北京东方建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催收公告
北京东方建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2020年 5月 1日止北京东方建银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共欠我公司到
期未付款项本金人民币 4740171.09元及相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催收公告
包头市华银建设机械有限公司、王文俊、温卫忠、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2020 年 5 月 1 日止包头市华银建设机械有限公司共欠我公司到期
未付款项本金人民币 36895115.66 元及相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王文俊、温卫忠、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催收公告
山西东方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2020年 5月 1日止山西东方建银投资有限公司
共欠我公司到期未付款项本金人民币 5777484.58 元及相
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山东）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催收公告
山西东方建银投资有限公司、王文俊、温卫忠、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截至 2020年 5月 1日止山西东方建银投资有限公司共欠我公司到期未付
款项本金人民币 120785095.77元及相关违约金和其他应付费用。

王文俊、温卫忠、内蒙古华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

现我公司特请债务人、保证人立即履行上述债务，特此公告。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郑重声明
深圳市阳光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4403012159207）营

业执照已于 2006 年 6 月 6 日被吊销，现公司公章存在被第
三方私自刻制并冒用情形，为保护公司、股东、其他社会组
织及个人的合法权益，特此声明：任何冒用本公司名义对外
签订的合同（协议）、发出的通知、函件等均与本公司无关，
相关法律责任均由冒用方承担。 特此声明！

深圳市阳光科技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3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

号为【HSYHBL2018-032】、【HSYHBL2018-033】的《债权转让协议》，衡水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
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通
知债务人尽快向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下述本金为截
至资产转让基准日 2018 年 6 月 29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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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单位：元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借款合同号 共同借款人 /保

证人 /抵押人 担保 /保证 /抵押合同号

3,000,000.00 520150701212870
（520160707210950）

宋迎先、赵
福娟、崔淑梅

4,700,000.00 520150701212869
（520160707210949）

刘素稳、赵
福娟、宋迎先

520150701212870
（520160707210950）
520150701212869
（520160707210949）

刁洪涛

宋迎阳

公告人：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投联盟（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日升银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110106071748171R）经股东决定，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成员：张江涛,清算组负责人：张江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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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

催告函
奉节县乔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乔泰船务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市奉节县川投银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何君（身份证号码：
512226196903080026）、乔诗斌（身份证号码：512226196212040017）：

奉节县乔泰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万州分行）借款 1200 万元
（大写壹仟贰佰万元），《借款合同》 编号：2015 年中银渝企万短人字
0015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委保字第 193 号《委托担保合同》；重庆市乔泰船务运输有限
公司、重庆市奉节县川投银海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何君、乔诗斌
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2015）保证反保字第 693 号、港渝（2015）保
证反保字第 694 号、港渝（2015）保证反保字第 691 号、港渝（2015）保
证反保字第 692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 何君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抵押反保字第 121号《抵押反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9年 3月 19日止， 为借款人共向中行万州分行代偿借款本金
42843.41元。 另，截至 2020 年 3月 31日止，借款人尚欠我司担保
费 /超期担保费 95350元。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2015）委保字第 193 号《委
托担保合同》，港渝（2015）保证反保字第 693 号、港渝（2015）保证
反保字第 694号、港渝（2015）保证反保字第 691号、港渝（2015）保
证反保字第 692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2015）抵押反保字第
121号《抵押反担保合同》的约定，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
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还代偿本金 42843.41 元，借款人欠我司
的担保费 95350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声 明
2018年 12月 28日、29日，沈阳百兴泰实业公司以“代谷膳

康实缴投资款”的名义，向大白鲸世界文化发展（铁力）有限公
司分四笔汇款 2500万元，我公司对此并不知情。该汇款票据系
中国 人民 银行 支 付系 统 No10001427030、No10001427031、
No10001427032、No10001427033 号专用凭证；银行流水号分别
为:999189160948、99918999992、999189141018、999189121046。

我公司郑重声明: 我公司对沈阳百兴泰实业公司所称的
代缴行为，不承担任何后果责任；我公司保留依法维权和追
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铁力市谷膳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拍拍在线（北京）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0 年 05 月 19 日 10 时 -2020

年 05 月 26 日 10 时在公司网站 www.ppzxchina.com公开拍卖：机动车一批。
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 年 05 月 25 日于标

的所在地（需提前预约）。
拍卖地点：www.ppzxchina.com竞价中心。
有意竞买者于 2020年 05月 25日 16时前至 www.ppzxchina.com

竞价中心注册账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并按网站
公告所示，参与报价。
拍卖公司：刘先生 联系电话：13621289276

股东毛小青女士：
我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召开临时股东会，因你未参会，现向你送达股

东会会议决议。会议决议公司于 2020年 5月 18日解散。请你在解散之日起十五日内提交
你方的清算组成员名单。 北京毛小青金星韶膳餐饮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19日

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杰瑞德工业设备（北京）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35564529M，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 2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100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司减资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办
理清偿债务和相应的担保手续事宜。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贵州力天娱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632MA6E0GR81R）经股东会决议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300 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我公司于 2020 年 6 月举行机动车网络拍卖会，欢
迎前来竞拍。

拍卖标的：事故车、二手车、不可修复事故车、配件等。
拍卖会安排：
1/8/15/22/29日，华北 +华东事故车，全国二手车；
2/9/16/23/30 日， 华南 +东北事故车， 全国二手

车,配件；
3/10/17/24日，华东 +华北事故车，全国二手车；
4/11/18/25 日，西部 + 华南事故车，全国二手车，

配件；
5/12/19/26 日，东北 + 西部事故车，全国二手车，

不可修复事故车；
6/7/13/14/20/21/27/28日，多地区拍卖会。
详细信息请登录博车网 http://www.bochewang.

com.cn/ 或博车网 App查看。
预展时间：拍卖会前 2天及拍卖会当天
拍卖地址： 博车网 http://www.bochewang.com.

cn/、博车网 APP。
咨询电话：4000-622-899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10 号望京 SOHO

中心 T3-A-16层

北京博车网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