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德州黑驴

养殖繁育保种基

地内，德州驴与游

客“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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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养殖、推广形成一个完整的模式

“德州驴”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茅台拆箱令被叫停

价格还会“飞天”吗

本报记者 周子荑

为平抑茅台酒价而实施的拆箱

令终于被叫停了。 市场消息显示，贵

州茅台将取消除飞天茅台酒以外其

他产品的拆箱令，外界认为这一政策

不久后将扩展到飞天茅台酒。 实际

上，拆箱令不仅没有抑制茅台酒价格

上涨，还导致箱装飞天茅台酒价格继

续“飞天”，与散装飞天茅台酒价格差

不断扩大。

叫停拆箱令将对后续茅台酒的

价格走势有何影响？ 融泽咨询白酒分

析师刘晓威认为，当飞天茅台酒拆箱

令被取消后，箱装飞天茅台酒的涨价

逻辑将不复存在，必然会出现价格回

调。 而散装飞天茅台酒的价格更多与

销售淡旺季、茅台酒销售配额等因素

有关，受此政策调整影响不大。

不过，诗婢家酒业研究院秘书长

张皓然却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拆箱

令的取消加大了市场对茅台酒涨价

的预期。“目前原箱飞天茅台酒价格

在 3600 元/瓶到 3800 元/瓶这一区

间， 散装飞天茅台酒价格为 3000 元/

瓶左右。 取消拆箱令后，会出现飞天

茅台酒价格在 3300 元/瓶左右的市场

预期，这相当于提高了散装飞天茅台

酒的价格。 ”

白酒行业分析师晋育峰则对中

国商报记者坦言，贵州茅台取消拆箱

令或是提高飞天茅台酒出厂价的前

奏。“目前的白酒行业处于以茅台、五

粮液为首，引领高端酒量价齐升的结

构化复苏期， 四年差不多为一个周

期。 以此推算，明年年初飞天茅台酒

将进行出厂价的上调。 ”

一位从事茅台酒生意的内部人

士则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取消拆箱

令短期对飞天茅台酒价格影响不大。

但从长期看，其价格仍然维持上涨逻

辑。 一方面，贵州茅台制定的一系列

政策几乎都伴随着飞天茅台酒价格

的不断上涨；另一方面，随着白酒收

藏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这或许利好

飞天茅台酒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本报记者 马嘉 文/图

金秋时节，在山东禹城市的一

家养驴基地，上千头“埋头吃饭”的

黑毛驴迎来了一拨又一拨游客围

观。 这些黑毛驴不仅令周边 10 个

乡镇 1600 多农户的“钱袋子”鼓了

起来，还令禹城市成为了远近闻名

的养驴胜地。

驴产业拉动县城经济

德州驴是全国五大优良驴种

之一，山东省唯一的德州黑驴原种

繁育场建在了山东省禹城市。 走进

德州黑驴养殖繁育保种基地可以

看到，一群丰腴健硕、黝黑发亮的

毛驴正在“闲庭信步”。 这些毛驴十

分受欢迎，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游

客慕名而来。

德州黑驴养殖繁育保种基地

的负责人———禹城市惠民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贾涛告诉中国

商报记者，这里现存栏优质德州驴

种驴 3500 余头。 当地的驴产业采

用“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让周边 10 个乡镇 1600 多农户

受益。

以前的驴拉磨，现在靠驴产业

拉动县城经济。“养一头驴的利润

能达到 2500-3000 元，把农民日常

生产中大豆、玉米等农作物秸秆收

购加工后就成了可养殖毛驴的颗

粒饲料，让农民生产的农作物秸秆

变废为宝，从而增加收入。 同时，收

入低的农户也可以认购德州驴并

委托代养， 保底为其分红每头驴

2000 元。 ”贾涛说。

禹城市惠民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场长贾吉民对记者坦言，养

一头德州驴，相当于种二亩田。 若

一次喂养 60 头毛驴，8 个月后出

栏，纯利润就能达到 10 万元，经济

效益非常可观。

有了德州驴，禹城市也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养驴胜地。 禹城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周蕾对中国商报记

者表示：“目前，驴产业在全市产业

中占据重要位置，大家养驴的热情

也较为高涨， 我们之前算了一笔

账，一斤驴肉的成本是 11 元，卖到

市场的价格是 24 元， 能给农户带

来的收益非常可观。 我们现在在育

种、养殖、推广方面已经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模式，也有很多地方复制

我们的模式。 ”

深受院校和企业青睐

德州驴吸引来了一大批科研

工作人员和企业，业内人士纷纷对

中国商报记者表示，德州驴背后有

可观的商业价值和研究价值。 中国

畜牧业协会会长李希荣对中国商

报记者表示，驴产业科学持续发展

和链条完善，要重视以德州驴为特

点的地方品种保护，开发利用优良

种质资源。

贾涛说：“好的品种能够缩短

毛驴养殖周期。 德州驴耐食粗饲

料，抗病力强，投资较低，易管理，

深受各地农民的喜爱， 现已被新

疆、陕西、辽宁等 24 个省份引为种

畜，给养殖户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

益。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头好

品种的驴一年比普通品种的驴多

长 100 斤， 按一斤 24 元的价格计

算， 多长 100 斤就能多收益 2400

元。

据了解， 德州驴具有体型高

大、结构均匀、生长快、抗逆性强等

特点，在我国驴遗传资源中具有重

要地位，是我国乃至世界现有驴种

中的“重型驴”，也是培育肉用驴种

的首选品种。 其中，“乌头”德州驴

全身乌黑，是制作“九朝贡品”等精

品阿胶的主要驴种。 正因为具备这

些优点，德州驴也为当地带来了一

大批企业订单。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

司就是慕名而来的企业。 山东宏济

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总

监杨纪海表示，上好的阿胶需要上

好的驴皮。 公司也在禹城市建立起

我国首家“地方驴品种资源保护科

研基地”，并设立博士工作站，建立

“驴品种资源 DNA 鉴定实验室”

“驴产品性能及品质分析实验室”

和“阿胶原料 DNA 分子鉴定实验

室”， 以科研促发展， 以技术促效

益，实现产学研的合作共赢。

另外，山东农业大学、聊城大

学、青岛农业大学的许多科研工作

人员也为了德州驴来到禹城市“扎

根”。 在第七届中国驴业发展大会

上，有高校科研人员表示，近年来，

由于驴役用功能的弱化，德州驴存

栏数量急剧下降，驴产业的产值在

德州市农业生产中占比逐渐下降。

据有关业内部门统计，目前全国肉

驴存栏量在 260 万头左右，如不发

展规模化养殖，未来 15 年，驴将濒

临灭绝。

“养好驴实际上并不容易。 ”

聊城大学毛驴研究院院长王长法

说：养驴本就投资风险大、收益低。

驴的繁育周期较生猪、 家禽都长，

过去五年里，驴数量下降迅猛。 在

这种情况下，保护和利用优质的种

质资源对产业链的发展尤为重要。

延伸产业链是方向

“下一步，不仅做育种和养殖，

也要延伸德州驴的产业链。 ”周蕾

告诉记者，目前德州驴的产业规模

远不能匹配其价值。 禹城市未来会

在德州驴的全产业链上下功夫。

业内人士普遍表示，目前驴产

业的开发还在起步阶段，产业价值

还远未开发出来。“原来驴产业的

效益主要靠一张驴皮。 ”山东阿多

宝驴产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

骁表示， 单一的毛驴养殖是不行

的，要把配套的产业做起来，打造

全产业链，才能保证效益。 驴肉、驴

奶、驴血等产品的研发力度也还远

远不够。

贾涛表示， 毛驴的全产业链，

即上游发展养殖、屠宰；中游聚焦

阿胶主业， 活驴活体综合开发，培

育多种产品及多个品牌；下游发展

中医药健康体验、养生旅游、工业

观光旅游。 目前我国驴产业多停留

在养殖阶段，而百万头驴的加工价

值能够超过上百亿元。

“原来驴产业的效益主要靠一

张驴皮，现在大家希望驴在活着的

时候就能够去持续地产生经济效

益。 ”中国畜牧业协会副秘书长刘

强德表示，相信未来在开展地方性

驴品种基因库建立工作的基础上，

能够打通养殖、繁育、奶、肉产品的

驴产业链条。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1年 11月 9 日

10时至 2021年 11月 9 日 11时止（延时的除外）在

阿里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

com）举行拍卖会，公开拍卖委托人持有的以下标的：

1 . 位于河北省承德平泉市卧龙镇承德华北物流

B1号楼 B1-宾馆、02、03、04、05室的房产。

2.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天津路 33号的房产。

3.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 20 号 1 幢

1308号的房产。

标的名称、地址仅供参考，具体以委托人确认为准。

预展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1年 11月 4日。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 务必在本次拍卖平台上详细查看

本次拍卖的《竞买须知》及相关信息，应于拍卖会前

在淘宝网上进行实名登记注册， 注册成功后请按淘

宝网提示进行操作。 并在 2021 年 11 月 8 日前将本

人签字的《竞买协议书》一式两份、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复印件快递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若我公司未

在规定时间内收到意向竞买人递交的以上有效竞买

文件，意向竞买人将不能参加本场拍卖会。 竞买人在

对拍卖标的物第一次确认出价竞拍前（每个标的均

需单独交纳保证金），按淘宝系统提示报名缴纳保证

金，系统会自动冻结该笔款项。 拍卖成交后，竞拍成

功者的竞拍保证金将作为履约保证金， 余款请在淘

宝支付平台支付。

快递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 2号 B

座南门九层嘉禾国拍

联系方式：王先生 18610060017

冯先生 13811666625

公司网站：www.jhgp.cn 联系电话：010-67117777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PHOENIX�FASHION�CO.,�LTD.�遗失敦豪全球货运（中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海运提单 1 份， 提单号 :�NGBB42145�船名 :�CMA�CGM�

ANTOINE�DE�SAINT�EXUPERY�/�0FL99W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公司（上海慕森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一直未与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集团”)展开合作，双方亦没有交易往来。

本公司承诺：即日起在未获得中粮集团同意和书面授权的情况

下，绝不再使用中粮集团旗下任何品牌标识！ 不再宣传“中粮集团即

将成为本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等言论！

声明人：上海慕森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3日

声 明

公 告

翁进程：

本委受理的钱朝海与合肥白领安琪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翁进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合仲字第 0059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合肥仲裁委员会 2021年 10月 29日

公 告

安徽恒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住所地：合肥市包河区马

鞍山南路 429 号创智广场 5 幢 1005、1006 室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40100399890374Q。 经股东会决议对公司进行重组，并拟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现予以公告，请债权人自接

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没有提出要求。 地址：合肥市政务区潜山路 100号琥珀五环城 A座 20

层，联系人周燕，联系方式 0551-63755651。 特此公告。

安徽恒牛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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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7 日

上午 10:00 在拍拍在线（北京） 拍卖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www.

ppzxchina.cn）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报废(不良)资产

（克拉玛依、乌鲁木齐地区）（以实物现状为准）。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本拍卖标的已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即信

息披露公告期）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详见 https://www.tpre.

cn)，项目编号：GR2021TJ1001570。

竞买人须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期内完成

以下事项后，方具有竞买资格：1.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递交受让申请；

2.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注册登记手续；3.在 2021 年 11 月 15 日 16：30

前（以到账时间为准）支付 256 万元交易保证金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指定的银行账户。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址：www.ppzxchina.cn。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联系人：王女士 15510208828

��������拍卖公司联系人：任先生 13522161404�400800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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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24 日

上午 10:00 在拍拍在线（北京） 拍卖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www.

ppzxchina.cn）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报废(不良)资产

（青海、玉门地区）（以实物现状为准）。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本拍卖标的已于 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即信

息披露公告期）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详见 https://www.tpre.

cn)，项目编号：GR2021TJ1001586。

竞买人须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期内完成

以下事项后，方具有竞买资格：1.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递交受让申请；

2.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注册登记手续；3.在 2021 年 11 月 22 日 16：30

前（以到账时间为准）支付 190 万元交易保证金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指定的银行账户。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址：www.ppzxchina.cn。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联系人：王女士 15510208828

��������拍卖公司联系人：任先生 13522161404�400800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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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1 月 19 日

上午 10:00 在拍拍在线（北京） 拍卖有限公司网络竞价平台（www.

ppzxchina.cn）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名称：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报废(不良)资产

（吐鲁番、巴州地区）（以实物现状为准）。

预展地点：标的存放地

本拍卖标的已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即信

息披露公告期）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详见 https://www.tpre.

cn)，项目编号：GR2021TJ1001569。

竞买人须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资产转让信息披露公告期内完成

以下事项后，方具有竞买资格：1.向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递交受让申请；

2.联系我公司办理竞买注册登记手续；3.在 2021 年 11 月 17 日 16：30

前（以到账时间为准）支付 100 万元交易保证金到天津产权交易中心

指定的银行账户。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网址：www.ppzxchina.cn。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联系人：王女士 15510208828

��������拍卖公司联系人：任先生 13522161404�4008003698。

关于召开松滋谷润科技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黄厚勤、余辉、吴小辉、张晗倩、刘书南：

依照《松滋谷润科技有限公司章程》第十六条至第二十条之规定，经公司

执行董事黎明召集，定于 2021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在松滋市临港工业园通

港大道松滋谷润科技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临时股东会， 拟决议事项为：1、

解除黄厚勤、余辉、吴小辉、张晗倩、刘书南的股东资格；2、确认由股东雷江松或

黎明缴纳相应出资；3、针对上述第 1、2项及相关事宜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 请

贵方按时参会，贵方可以进行陈述和申辩，但对上述决议事项不享有表决权。贵

方不能按时到会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通知。

松滋谷润科技有限公司 黎明 2021年 10月 29日

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1)豫 0191民催 15号

申请人安徽瑞远硅砂有限公司因其持有的票号 30400051�23982962、 出票

金额为壹拾万元整、出票人为长垣县南蒲健康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票日

期为 2021年 3 月 24 日、收款人为河南省吴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汇票到期日

为 2021年 9月 23 日、持票人为申请人、付款行为华夏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的

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

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特此公告

邯郸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告 知 书

邯郸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迁安置债权人：

2019 年 6 月 10 日债务人邯郸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亚太公司）向邯郸市邯山区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2019 年

6月 19 日该院裁定受理亚太公司破产重整一案。 2019 年 6 月 25

日，该院指定邯郸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置专案组为邯郸

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 2月 6日亚太公司第

二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2021 年 4 月 12 日法院

裁定批准亚太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经人民法

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根

据上述规定，亚太公司重整计划已经法院裁定批准，对债务人和

全体债权人（包括反对的债权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各方必须按

重整计划规定的内容执行。

在政府工作组大力协调及管理人监督下，债务人根据法院批

准的亚太公司《重整计划》，正式启动公园明筑（原龙仕·公园里）

项目回迁户选房工作， 选房时间自 2021年 9月 29日开始至 2021

年 10月 28日结束，期限共 30天。

为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内选择房源，逾期

仍未选房，根据亚太公司《重整计划》的规定，将视为您放弃回迁

安置，不再保留房源，债务人将根据拆迁房产证面积的 1.1 倍计算

应安置面积，按照 11500元 /㎡的价格对您进行货币安置。

选房电话：0310-8018787��管理人电话：18031056302

邯郸市亚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陈 军 锋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424********1715） 本单位与你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签订两年期劳动合

同。 现因你连续多天未到岗，旷工多

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之

规定， 本单位决定解除双方劳动合

同， 解除日期为 2021年 10月 21 日。

我司按照你劳动合同内留有的通信

地 址 向 你 发 送 解 除 通 知 ，EMS

(1155419624729 与 1130165136329）显

示拒收，本单位决定解除双方劳动合

同及劳动关系，特此通知送达。

天津市春晖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公告

董 从 军 （身 份 证 号 码 ：

610424********2629） 本单位与你于

2020 年 3 月 1 日签订一年十月期劳

动协议。 现因你连续多天未到岗，旷

工多日，依据《协议书》第八条内容，

本单位决定解除双方劳动协议，解除

日期为 2021年 10月 21日。我司按照

你劳动协议书内留有的通信地址向

你 发 送 解 除 通 知 ，EMS

(1155421445329 与 1130165158429）显

示拒收，本单位决定解除双方劳务协

议及劳务关系，特此通知送达。

天津市春晖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根据

2004

年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法（修改 ），

Qin Therapeutics Limited�(BVI

商业公司注册号 ：

1984116)

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通过股东会决议清算 ；趙清

(

北

京市朝阳区秀水街

1

号建国门外外交公寓

1-3-11)

被任命为公司的清算人 。 日

期：

2021

年

10

月

26

日 。 清算人：趙清。

Announcement�on�Deregistration

��������Qin Therapeutics Limited (BVI Business Company No" 1984116

”

) (the "

Company") shall be liquidated by the shareholders

’

resolution dated 26th October, 2021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 Business Companies Act 2004 (as

amended), and Qing ZHAO (Room 011, Unit 3, Building 1, Jianguomenwai

Diplomatic Residence Compound, No.1 Xiushui Jie,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China)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liquidator of the Company. Dated this 26th of

October, 2021. � Liquidator: Qing ZHAO

经宁波市鄞州区蜂鸣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注销宁波

市鄞州区蜂鸣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办学许可证， 涉及公司所有教

职员工工资、学员学费等债权债务问题，请在公告日起 6 个月内向区教育局和学校反

映，并处理。 区教育局联系电话 89295205，学校联系电话：82829788。

宁波市鄞州区蜂鸣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9日

宁波市鄞州区蜂鸣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注销公告

食品召回公告

尊敬的客户：我厂在例行质量检查工作中发现，2021年 2 月 28 日前生产

的东园家酒部分批次含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为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承担企

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从即日起，请购买了生产日期为 2021年 2 月 28 日之前

的各种规格所有批次东园家酒产品的消费者到购买门店或直接到我厂原价

退回。 地址：广西合浦县廉州镇高坡路 59号法定代表人：黄炳权

联系人：黄永辉；联系电话：0779-7278199。

广西北海市合浦东园家酒厂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寰林商贸有限公司、柯敬陶（身份证号：510222195708129419）、

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寰林商贸有限公司向重庆市渝中区融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融通小贷）借款 2000 万元（大写：贰仟万元整），《贷款合同》

编号：RTWJ20140017�，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寰林商贸有

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委保字第 219 号《委托担保合同》； 柯敬

陶、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保证

反保字第 802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801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为

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寰林商贸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证代偿责

任，截至 2019 年 12 月 1 日止，我司为重庆寰林商贸有限公司向融通小贷

共代偿本金 /利息 /本息 24720520.16 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4 委保字第 219 号《委托担保合

同》，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802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801 号《保

证反担保合同》，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

还代偿款 2472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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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催 告 函

重庆科 创建 筑 安 装有限 公司 、 柯敬 陶 （身 份 证 号 ：

510222195708129419）、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科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向重庆两江新区瀚曦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原名称： 重庆市北部新区瀚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瀚曦小贷）借款 1000 万元（大写：壹仟万元整），《贷款合同》编号：

瀚曦小贷 2014 年委贷字第 17 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

庆科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委保字第 166 号

《委托担保合同》；柯敬陶、重庆晋愉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800 号、 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

第 799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柯敬陶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质押反

担保字第 037 号《质押反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科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

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7 年 1 月 23 日止，我司为重庆科创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向瀚曦小贷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1160 万元（具体金额以

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4 委保字第 166 号《委托担

保合同》，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800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799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4 质押反担保字第 037 号《质押反

担保合同》，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

还代偿款 1160 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催 告 函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王晓宇（身份证号：

5102111197108200322）、姜泳（身份证号：51021319710716203X）、

黄健（身份证号：350202197210040015）、 王丽丹（身份证号：

350204198512298027）、重庆新裕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岸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南岸支行）借款 500 万元

（大写伍佰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南岸支行 2014年

公流贷字第 0609012014100084号， 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委

保字第 258号《委托担保合同》；王晓宇、姜泳、黄健、王丽丹、重庆

新裕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保证反保

字第 751号、港渝 2014保证反保字第 749号、港渝 2014保证反保

字第 750号、港渝 2014保证反保字第 877号《保证反担保合同》，

王晓宇、姜泳、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我司签订

了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59号、 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57

号、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33号、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59

号《抵押反担保合同》，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

签订了港渝 2014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26号《应收账款质押反

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 我司

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6年 3月 1日止，我司为重庆大久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沙融兴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4757709.73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4委保字第 258号《委

托担保合同》，港渝 2014保证反保字第 751号、港渝 2014保证反

保字第 749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750 号、港渝 2014 保证

反保字第 877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59

号、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57号、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33

号、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59号《抵押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4

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26 号《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要求

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 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475770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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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恒佑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刘群（身份证号：

510212196309295841）、 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罗静

（身 份 证 号 ：510212197506305820）、 刘 震 （身 份 证 号 ：

510212196804145816）、刘宽（身份证号：500103199312287316）：

重庆恒佑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龙广场支行（以下简称：重银九龙广场支行）借款 450 万元（大

写肆佰伍拾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2016 年重银九龙

广场支贷字第 0283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恒佑

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29

号《委托担保合同》；刘群、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罗

静、刘震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125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124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126 号《保证

反担保合同》，罗静、刘震与我司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刘宽与我

司签订了港渝 2016质押反保字第 006 号《质押反担保合同》，为我

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恒佑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

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8 年 1 月 19 日止，我司为重庆恒佑

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向重银九龙广场支行共代偿本金 /利息

/本息 569267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另，您 /贵司尚欠

我司截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期间的担保费 / 超期担保费（具体金

额以结算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29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 2016保证反保字第 125号、港渝 2016保证反保字

第 124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126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房

产转让协议》，港渝 2016 质押反保字第 006 号《质押反担保合同》

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1952569.81元及担保费 /超期担保费、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泓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任公

司、 刘震（身份证号：510212196804145816）、 罗静 （身份证号：

510212197506305820）、刘群（身份证号：510212196309295841）、徐飞

（身 份 证 号 ：500103198605256519）、 张 志 君 （身 份 证 号 ：

500106198911243520）：

重庆泓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

寿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长寿支行）借款 800 万元（大写捌佰万元

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5 年中银渝企长短人字 0002 号，

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泓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与我司

签订了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139 号《委托担保合同》；重庆市福道物

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刘震、罗静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 保证

反保字第 469 号、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470 号《保证反担保合

同》，刘群、徐飞、张志君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93

号《抵押反担保合同》，刘震、罗静与我司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协议》，

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泓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

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6 年 7 月 15 日止，我司为重庆泓佑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向中行长寿支行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4209647.64 元

（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139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469 号、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

第 470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93 号《抵押

反担保合同》，《房地产转让协议》，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

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420964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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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吉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银吉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

武毅 （身份证号 ：21010319681116393X）、 陈晓静 （身份证号 ：

350624197812010622）：

重庆吉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渝中支行（以下简称：农商行渝中支行）借款 500 万元（大写伍佰

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编号：渝中支行 2016 年公流贷字第

0101042016180016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吉涛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委保字第 065号《委托担保合

同》；重庆银吉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武毅、陈晓静分别与我司签订

了港渝 2016保证反担保第 281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担保第 282 号、

港渝 2016保证反担保第 283号《保证反担保合同》，重庆银吉摩托车

配件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浮押反保字第 011号《浮动抵

押反担保合同》，武毅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房转协字第 013 号《房

地产转让协议》，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吉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

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9年 3月 12日止，我司为重庆吉涛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向农商行渝中支行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184344.13 元

（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65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 2016 保证反担保第 281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担保

第 282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担保第 283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6 浮押反保字第 011 号《浮动抵押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6 房转

协字第 013号《房地产转让协议》，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

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18434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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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 庆 泓 佑 汽 车 配 件 有 限 公 司 、 刘 震 （身 份 证 号 ：

510212196804145816）、罗静（身份证号：510212197506305820）、徐飞

（身 份 证 号 ：500103198605256519）、 张 志 君 （身 份 证 号 ：

500106198911243520）、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刘亚玲

（身 份 证 号 ：510215196811116326）、 刘 宇 仆 （身 份 证 号 ：

510212196412295858）：

重庆泓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龙

广场支行（以下简称：重银九龙广场支行）借款 450 万元（大写肆佰

伍拾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编号：2015年重银九龙广场支

贷字第 0777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泓佑汽车配

件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142 号《委托担保合

同》；刘震、罗静、徐飞、张志君、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保证反保字第 480号、港渝 2015保证

反保字第 481号、 港渝 2015保证反保字第 482号《保证反担保合

同》，刘亚玲、刘宇仆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96 号

《抵押反担保合同》，刘震、罗静与我司签订了《房地产转让协议》，

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泓佑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

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6 年 10 月 25 日止，我司为重庆泓佑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向重银九龙广场支行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143222.82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142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 2015保证反保字第 480号、港渝 2015保证反保字

第 481号、港渝 2015保证反保字第 482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5抵押反保字第 096号《抵押反担保合同》，《房地产转让协议》，

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 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143222.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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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顺合机具市场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

任公司、邱文龙（身份证号：51021219710131581X）、罗义（身份证号：

510212197007205841）、刘震（身份证号：510212196804145816）、罗静

（身份证号：510212197506305820）：

重庆顺合机具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

龙广场支行贷款人（以下简称：重银九龙广场支行）民币 400 万元

（大写肆佰万元整），《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编号：2016 年重银九龙广

场支贷字第 0937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顺合机具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58 号《委托

担保合同》；重庆市福道物流市场有限责任公司、邱文龙、罗义、刘

震、 罗静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239 号、 港渝

2016保证反保字第 237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238 号《保证反

担保合同》，刘震、罗静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房转协字第 011 号

《房产转让协议》，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顺合机具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

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20 年 1 月 19 日止，我司为重庆顺合机具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向重银九龙广场支行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663910.53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另，您 /贵司尚欠我司

截至 2021年 10月 13日期间的担保费 /超期担保费（具体金额以结

算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58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239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

第 237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238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6房转协字第 011号《房产转让协议》，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

或履行反担保责任， 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663910.53 元及担保费 / 超

期担保费、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盈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林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 庆 创 涛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曾 学 林 （身 份 证 号 ：

51020219540218505X）、曾学建（身份证号：510202195708265052）：

重庆盈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重庆市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沙融兴）借款 80 万元（大写：捌拾万元

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沙坪坝行 2017 年企贷字第资产部

049号 ，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盈恒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 委保字第 056 号《委托担保合同》；重庆

林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创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曾学林、曾

学建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保证反保字第 285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86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84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83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盈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

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9 年 12 月 25 日止，我司为重庆盈恒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向沙融兴共代偿本金 /利息 /本息 80625.82 元（具

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7委保字第 056 号《委托

担保合同》，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85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

字第 286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84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

字第 283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

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8062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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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罗鑫（身份证号：500104198810221610）、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限公司、 徐廷兵（身份证号：

510224196812174698）：

罗鑫向重庆市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沙融兴）借款 180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万元），《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

同》编号：沙坪坝行 2017年个贷字第资产部 041号，由我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罗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委保字第 054 号《委托

担保合同》；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限公司、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徐廷兵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77

号、港渝 2017保证反保字第 276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78 号

《保证反担保合同》，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司签订

了港渝 2017 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10 号《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

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罗鑫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9

年 12月 25日止，我司为罗鑫共向沙融兴代偿本金 / 利息 202384.99

元。 另， 您 /贵司尚欠我司截至 2021年 10月 13日期间的担保费 /

超期担保费（具体金额以结算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7委保字第 054号《委托担

保合同》，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77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76 号、 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278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 港渝

2017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10 号《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要求

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 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202384.99元及担保费 /超期担保费、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

限公司 、 重庆翰廷投资有限公司 、 徐廷兵 （身份证号 ：

510224196812174698）、王时伟（身份证号：512301196802160033）、

罗鑫 （身份证号 ：500104198810221610）、 陈敏 （身份证号 ：

51230119790113082X）：

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长寿支行（以下简称：中行长寿支行）借款 2000 万元（大写

贰仟万元整），《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2014 年中银渝企长短人

字 0010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委保字第 191 号《委托担保

合同》；重庆市三众爆破技术有限公司、重庆翰廷投资有限公司、

徐廷兵、 罗鑫、 陈敏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4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3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7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6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5号《保证反担保合同》，王时伟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 抵押反

保字第 104 号《抵押反担保合同》，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4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19 号《应收账

款质押反担保合同》，徐廷兵与我司签订了《房产转让协议》，为我

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市良元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未能按期还款，我司

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8年 5月 24日止，为重庆市良元工

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共向中行长寿支行代偿本金 /利息 2262882

元。另，您 /贵司尚欠我司截至 2021年 10月 13 日期间的担保费 /

超期担保费（具体金额以结算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4 委保字第 191 号《委

托担保合同》，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4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

保字第 573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7 号、港渝 2014 保证反

保字第 576 号、 港渝 2014 保证反保字第 575 号《保证反担保合

同》，港渝 2014抵押反保字第 104号《抵押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4

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19号《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房产转

让协议》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

还代偿款 2262882元及担保费 /超期担保费、相应利息、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姜泳（身份证号：51021319710716203X）、重庆新裕冠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王晓宇（身份证号：510211197108200322）、重庆大久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姜泳向重庆市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沙

融兴）借款 199.8 万元（大写壹佰玖拾玖万捌仟元整），《个人经营贷款

借款合同》编号：沙坪坝行 2017年个贷字第资产部 005号，由我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姜泳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委保字第 013 号《委

托担保合同》；重庆新裕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晓宇、重庆大久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保证反保字第 075号、

港渝 2017保证反保字第 076号、港渝 2017保证反保字第 074 号《保证

反担保合同》，王晓宇、姜泳、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抵押反保字第 013 号、 港渝 2017 抵押反保字第

012 号、港渝 2017 抵押反保字第 011 号《抵押反担保合同》，重庆大久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7 浮押反保字第 005 号

《浮动抵押反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姜泳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20 年

9月 21日止，我司为姜泳向沙融兴共代偿本金 /利息 /本息 455763.2

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另，您 /贵司尚欠我司截至 2021年

10月 13 日期间的担保费 /超期担保费（具体金额以结算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7 委保字第 013 号《委托担

保合同》， 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075 号、 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076 号、港渝 2017 保证反保字第 074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港渝 2017

抵押反保字第 013 号、港渝 2017抵押反保字第 012号、港渝 2017 抵押

反保字第 011号《抵押反担保合同》， 港渝 2017浮押反保字第 005 号

《浮动抵押反担保合同》， 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

任，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455763.2元及担保费 /超期担保费、相应利息、

违约金。

特此催告。

重庆港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重 庆 新 裕 冠 科 技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 王 晓 宇 （身 份 证 号 ：

5102111197108200322

）、王丽丹 （身份证号 ：

350204198512298027

）、

黄 健 （ 身 份 证 号 ：

350202197210040015

）、 姜 泳 （ 身 份 证 号 ：

51021319710716203X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重庆新裕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称：借款人 ）向重庆两江

新区瀚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名称 ：重庆市北部新区瀚曦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曦小贷）贷款人民币

500

万元 （大写 ：伍

佰万元整 ），《借款合同 》编号 ：瀚曦贷字

20150210-1

号 ，由重庆港

渝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港渝担保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借款人与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029

号 《委托担保合同 》；王晓宇、

王丽丹 、黄健 、姜泳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港渝

担保签订了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110

号 、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

字第

109

号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108

号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

字第

106

号 《保证反担保合同 》，王晓宇 、姜泳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港渝担保签订了港渝

2015

抵押 反保字第

337

号 、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74

号 、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73

号 、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75

号 《抵押反担保合同 》，王丽

丹 、黄健与港渝担保签订了港渝

2015

质押反保字第

008

号 《质押

反担保合同 》，重庆大久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港渝担保签订了港

渝

2015

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06

号 《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 》，

向港渝担保提供了保证反担保 。

由于借款人未能按期还款 ， 港渝担保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 ，

截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止， 为借款人共向瀚曦小贷代偿借款本息

500

万元（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2019

年

8

月

26

日 ，港渝担保将上述债权及其从权利全部转

让给我司。

现我司要求您

/

贵司继续根据您

/

贵司与港渝担保签订的港

渝

2015

委保字第

029

号 《委托担保合同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

第

110

号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109

号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

第

108

号 、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106

号 《保证反担保合同 》，港

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337

号 、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74

号 、港

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73

号 、港渝

2015

抵押反保字第

075

号 《抵

押反担保合同》， 港渝

2015

质押反保字第

008

号 《质押反担保合

同》，港渝

2015

应收账质押反保字第

006

号 《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

合同 》的约定 ，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 ，向我司偿还全

部代偿本息及相关费用。

特此催告。

成都新玥商贸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催 告 函

重庆市聚海物流市场管理有 限公司 、 刘震 （身 份证号 ：

510212196804145816）、罗静（身份证号：510212197506305820）：

重庆市聚海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向重庆市渝中区捷贷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捷贷小贷）借款 800 万元（大写：捌佰万元整），《贷款合

同》编号：2015 贷字第 004 号，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重庆市聚海

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166 号《委托担

保合同》；刘震、罗静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552 号《保证

反担保合同》，为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重庆市聚海物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未能按期还款， 我司遂履行

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21 年 3 月 29 日止，我司为重庆市聚海物流市场管

理有限公司向捷贷小贷共代偿本金 /利息 / 本息 5730935.94 元（具体金

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5 委保字第 166 号《委托担保合

同》，港渝 2015 保证反保字第 552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要求您们立即偿

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 向我司偿还代偿款 57309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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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催 告 函

刘群 （身 份证号 ：510212196309295841）、 罗静 （身 份证号 ：

510212197506305820）、刘震（身份证号：510212196804145816）、重庆恒佑

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刘群向重庆市沙坪坝融兴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沙融

兴）借款 200 万元（大写贰佰万元整），《个人经营贷款借款合同》编号：沙

坪坝行 2016 年个贷字第营业部 004 号， 由我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刘群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14 号《委托担保合同》；罗静、刘

震、重庆恒佑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我司签订了港渝 2016 保证

反保字第 058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057 号《保证反担保合同》，为

我司提供反担保。

由于刘群未能按期还款，我司遂履行保证代偿责任，截至 2017 年 2

月 22 日止，我司为刘群向沙融兴共代偿本金 / 利息 / 本息 1952569.81 元

（具体金额以双方结算时为准）。

现我司根据贵我双方签订的港渝 2016 委保字第 014 号《委托担保合

同》，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058 号、港渝 2016 保证反保字第 057 号《保

证反担保合同》，要求您们立即偿还代偿款或履行反担保责任，向我司偿

还代偿款 195256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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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10月 29日

浏阳市东禹烟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出境

货物换证凭单，编号 221000003973687001，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昆山市陆家镇龙王庙路

4

号房屋 ，房产证号 ：昆房字第

004074

号 ，宅基地地号 ：

110-02-21-9

，登记权利人为刘鸿祯、潘冬小 。

1994

年

4

月

26

日袁淦龙代理刘鸿祯与董

国英签订 《住房买卖契约》， 约定将上述房屋转让给董国英 ， 双方未能办理过户手续 。

2013

年董国英与董明德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书》，约定董明德为董国英养老送终 ，董国

英将其购买的上述房屋增送给董明德，后董明德又将上述房屋赠与董祥、李功丽。

现上述房屋面临拆迁，董祥、李功丽已向我单位提供上述流程的材料，我单位已初

步确认该流程材料的真实性，并拟与董祥、李功丽签订拆迁协议。利害关系人如有异议 ，

请在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异议书面材料送达我单位（地址：昆山市陆家镇菉

溪路

21

号 ，联系电话 ：

0512-57676378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 ，我单位将

进行下一步拆迁程序。

昆山市益嘉房屋拆迁有限公司

陆家镇居民房屋拆迁公告

遗失声明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不慎遗失保单正本打印

纸（银保通用）13 份,号码为：

00025467927801008

00025467931101008

00025467944101008

00025467957101008

00025467960401008

00025467973401008

00025467986401008

00025467914801008

00025467999401008

00025468028701008

00025468032001008

00025468045001008

00025468058001008

特此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公告

致： 北京月坛大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北京盛利达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北京地豪佳禾投资有限

公司

根据北京中阳信业科技有限

公司与高文翰签订的《债权转让

协议》，北京中阳信业科技有限公

司已将其在编号为（2016）京 0102

民初 2515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

全部债权及其他一切权利均转让

给高文翰。 现予以公告。

转让方： 北京中阳信业科技

有限公司

受让方：高文翰。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

街 2号 1幢 22层 2-18-1号。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18701586035。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卓雨与债权

受让方张剑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卓雨将其在(2020)川 0116 民初

1523 号及(2021)川 01 民终 2778 号

生效文书中确定对珠海捷旅航空服

务有限公司享有债权依法转让给张

剑松。 特公告通知珠海捷旅航空服

务有限公司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

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 张剑松

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通知人:卓雨

2021 年 10 月 29 日

公 告

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垦鑫盛电

气安装有限公司应付账款：

李祖兰：116,778.00元，赵

勇 ：115,528.00 元， 刘世龙 ：

82,493.63 元，请上述公司债权

债务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日内，前来办理清偿债权债务

的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特此公告。

MSC 公 司 名 下 的

MSCU9043503 箱号经与海

关核实目前为非监管状态，

请箱内货物所有人见报后 15

个 工 作 日 内 与 吕 先 生

15522111528 联系，勿要长期

占压该集装箱， 过期未认领

将视同为主动放弃， 我司将

对货物进行销毁，特此通知。

公 告

哈尔滨宏名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终止企业经营，

现拟向工商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10MA1D3FBY6G。 清算组

负责人：李秀英，清算组由刘思亮、

姚向东组成，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公司清算小组申报债

权，根据公司法，特此公告。

哈尔滨宏名轩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29 日

注销公告

庆城县云迪商贸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庆城北区支行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8342000274301， 账 号 ：

270907070920001109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董 兴 智 身 份 证 遗 失 ， 证 号 ：

210281198904291213， 自见报之日

起不承担被人冒用而引发的一切

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贵阳市观山湖区区域化养老服务中心

公司遗失电梯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 3

台，编号：梯 11 黔 A0719(18)，设备代

码：31505201152017080001， 产品编号

152002025-0010;编号：梯 11 黔 A0720

(18)， 设 备 代 码 ：

31505201152017080002， 产 品 编 号

152002025-0020;编号：梯 11 黔 A0721

(18)， 设备代码：315052011520170001,

产品编号 152002025-003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哈尔滨市福仁堂大药房有限公司福

慧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证

号：JY12301120058297； 医疗器械经

营许可证，证号：黑哈食药监械经营

许 20191146 号；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证， 证号： 黑哈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1209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由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颁发的编号为 370212201910300201 的建

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副本， 工程名称：高

新创业园标准厂房改造项目（青岛巨峰

科技产业园），建设单位：青岛市崂山区

中韩街道孙家下庄社区居民委员会；建

筑地址： 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以南、新

瑞路以东； 建设规模：95822.24 平方米，

合同造价：32711.83万元。 特此声明

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孙家下庄社

区居民委员会 2021年 10月 29日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遗失声明

本版广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

订合同或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