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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加快建设 扩大有效供给

聚焦“一老一小” 养老托育连迎政策利好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是与千家万户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专家认为，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对宏观层面的经

济发展、中观层面的产业提升和微观层面的家庭福利改善都是有利的。 图为幼教老师在与托育班的孩子进行拼装

类玩具游戏。 CNSPHOTO提供

《“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提

出，鼓励通过公建民营、民办公助

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推动养

老、 托育服务设施建设和运营，引

导金融机构对普惠养老、普惠托育

企业和机构提供金融支持，鼓励银

行、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

与合作。

据了解，养老托育产业前期投

资规模较大，疫情散发造成养老托

育机构经营承压，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社会资本的积极性。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

长郝福庆表示，托育方面要发展公

办托育机构， 鼓励社会力量投资，

支持用人单位举办，建设社区服务

网点。 通过中央投资的支持引导，

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加大投

资力度。

同时，业内人士也认为，要吸引

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托育工程建

设， 一是要加大对相关产业的纾困

支持力度；二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三是创新运营模式挖掘商业效益，

为社会资本提供营利空间。

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方面，不

少地方也拿出了一些实招。 山西省

提出， 通过实施普惠养老托育专项

行动，采取政府投资补助、政策支持

等举措， 引导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托

育服务。吉林提出，整合盘活利用存

量闲置资源， 鼓励社会资本通过整

合、 转换或转变用途等方式改造用

于养老服务。

海南省提出， 坚持养老托育事

业产业双轮驱动， 注重营造优良的

营商环境， 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养老托育服务， 对符合条件的鼓励

类产业企业， 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

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 15%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政策。

专家认为，着眼长远，扩大养老

托育服务供给，要在“强兜底”“促普

惠”“市场化”上持续发力。综合运用

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资、融资、

人才等支持政策， 引导各类主体积

极参与。

（依琰）

最近，养老托育服务业连迎政

策利好。 据悉，目前多地多部门正

加快谋划建设一批养老托育工程，

并综合运用规划、土地、住房、财政、

投资、融资、人才等支持政策，扩大

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养老托育服务业与群众生活

息息相关，“一老一小”问题时刻牵

动着人们的心。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

我国 60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6402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8.7%；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9064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3.5%。 预计“十四五”

期间， 我国老年人口将超过 3 亿

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

化阶段。

同时，随着“全面三孩”和优化

生育政策有效实施，婴幼儿入托需

求也将日益增长。 国家卫健委人口

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介绍，2020

年至 2022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卫

健委持续开展了普惠托育服务专

项行动， 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 20

亿元，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超

过 50 亿元， 累计新增托位 20 万

个。 但据相关统计， 截至 2021 年

底， 每千人口托位数是 2.03 个，距

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 4.5 个的目

标还有不小差距。

今年以来，多地多点频发的疫

情对养老和托育行业产生很大影

响，迫切需要一系列帮扶措施予以

纾困。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确定了一系列支持养老托育服务

业纾困的措施，主要包括对养老托

育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

国有房屋的，一律免除租金至今年

底； 有条件的地方要采取切实举

措，支持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减免租

金；对养老托育服务业增值税留抵

税额一次性退存量、 按月退增量；

各地今年内顶格减免地方“六税两

费”。

一手抓纾困，一手补短板。 国

家卫健委、 国家发改委等 17 个部

门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

导意见》明确，到 2022 年，全国所

有地市要印发实施“一老一小”整

体解决方案。 同时，意见明确了发

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重点任务，

包括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和

引导，实施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

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带

动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和社会投资；

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完善婴幼

儿照护设施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拓宽托育建设项目申报范围，中央

预算内投资加大支持力度给予建

设补贴；科学布局社区综合服务设

施，落实社区托育服务发展税费优

惠政策等多方面内容。

此外， 国家发改委联合民政

部、国家卫健委印发的《“十四五”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

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加大对社会

力量的支持，谋划一批普惠养老和

普惠托育服务项目，明确项目的类

型、规模、融资方式、服务人群及计

划开工时间等内容， 扩大有效供

给。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养老托

育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当前我国养

老托育工程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水平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呈

现出明显的供不应求态势。 地方大

力推进养老托育工程建设是大势

所趋。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

若滢表示。

事实上，围绕“一老一小”人群

健康服务，多地正在有针对性地重

点施策。

安徽省印发的《城市居住区配

套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实施细则》，

要求加强托育服务设施配套建设，

新建城区、小区每千人口不少于 10

个托位，老旧城区、小区每千人口

不少于 8 个托位。 新建城区、新建

居住（小）区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10 个托位标准， 建设托育服务设

施。 老旧城区、已建成居住（小）区

按照每千人口不少于 8 个托位标

准补齐托育服务设施。 鼓励托幼一

体化建设，鼓励托育服务设施按照

“5 分钟社区生活圈” 统筹集中配

建，可根据相关规定因地制宜与养

老、教育、办公等建筑合建。

辽宁省印发的《辽宁省“十四

五”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实

施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全省养

老服务床位增长到 25.55 万张，托

位数力争达到每千人口 4.5 个。 同

时， 要求培育智慧养老托育新业

态。 加快发展以智慧养老为主要业

态的养老服务业， 加强人工智能、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产品在养老

托育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

广西发布《托育机构用水用电

用气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

广西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参

照居民生活价格政策执行。

养老托育产业

前期投资规模较大，

疫情散发造成养老

托育机构经营承压，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社会资本的积极

性。 吸引更多社会资

本参与养老托育工

程建设，一是要加大

对相关产业的纾困

支持力度；二是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三是

创新运营模式挖掘

商业效益，为社会资

本提供营利空间。

———中国银行研究

院研究员范若滢

声音

关注“一老一小”

多地出台政策推进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凯盛经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宁波合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焱宝一号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秃鹰启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

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北京凯盛经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17 年 8 月 9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芜湖焱宝一号投

资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受 让 方 ） 于 2019 年 11 月 7 号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ACICTC2017X2544-ZQZRXY-20191107、ACICTC2017X0617-ZQZRXY-20191107、

ACICTC2017X0544-ZQZRXY-20191107《债权转让协议》；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与宁波合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 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签订的编号为

HXZHDB-049、HXZHDB-035、HXZHDB-037、HXZHDB-040� 、HXZHDB-044、HXZHDB-053《债权转让协议》、 于 2019 年 4 月 8 日签订的编号为 HXZHDB-021、HXZHDB-014、

HXZHDB-009、 HXZHDB-030《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9年 7月 19日签订的编号为 HXZHDB-060《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9年 7月 12日签订的编号为 HXZHDB-057《债权转让协议》；中

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签订的编号【AVICTC� 2017Z� ZJX-ZQZR《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签订的编

号为 ZJXTS533-ZHZZ-20181031、ZJXTS533-ZHZZ-20181031《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签订的编号为 AVICTC2016X0678-CLZQZRXY-20181225《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8

年 12月 28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9年 1月 31 日签订的编号为 ZJXTS533-ZHZZ-20190131《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编号为 HYZHDB-20190923-4《债权转让协议》；于 2020 年 1 月 8 号签订的编号为 ZJXTS533-20200108-2《债权转让协议》；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签订的编号为

AVICTC2016X0132-ZQZRXY-20200413、AVICTC2016X0519-ZQZRXY-20200413、AVCTC2016X0520-ZQZRXY-20200413、AVICTC2016X0871-ZQZRXY-20200413、

AVICTC2016X1146-ZQZRXY-20200413、AVICTC2017X0397-ZQZRXY-20200413、AVICTC2017X0486-ZQZRXY-20200413、AVICTC2017X0795-ZQZRXY-20200413 《债权转让协

议》；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与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0年 4月 27日签订的编号为 bitc2020(or)-1567号《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9年 5月 14 日签订的

编号为 bitc2019(or)-2073号《债权转让协议》；北京凯盛经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转让方）与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0年 4月 13 日签订的编号为 KSZZ-20200413

《债权转让协议》；芜湖焱宝一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方）与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0年 4月 13日签订的编号为 BL-中佳信 001- 债转 01-2020《债权

转让协议》；宁波合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方）与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签订的编号为 NBHX-20200413-QDHY《债权转让协议》、于 2019

年 10月 30日签订的编号为 NBHX-20191030-QDHY-1《债权转让协议》；青岛海盈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转让方）与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受让方）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签订的编号为 001、002、003《不良债权转让协议》；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方）与西安秃鹰启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签订的编号为

CQJA-TYQH-WHZYX-XA001《不良债权转让合同》；西安秃鹰启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依法受让原债权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 现公告通知下列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向西安秃鹰启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上述借款（授

信）合同及相应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清偿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及相关费用（若借款人、担保人、责任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被吊销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原债权人 借款人 抵押（担保）人 贷款合同编号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和平 李和平 ZJXZH_XEDK_007180117111683 ZJXZH_XEDK_007180117111683 900,000.00�

2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孙秀明 孙秀明 ZHXTJKHT-XAS-0290 ZHXTJKHT-XAS-0290 800,000.00�

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刘斌 刘斌 ZJXZH_XEDK_007180323110342 ZJXZH_XEDK_007180323110342 800,000.00�

4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温凤琴 温凤琴 ZHXTJKHT-XAS-0677 ZHXTJKHT-XAS-0677 413,166.66�

5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丹 王丹 ZHXTJKHT-XAS-0505 ZHXTJKHT-XAS-0505 656,700.00�

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周默 周默 ZJXZH_XEDK_007180917095558 ZJXZH_XEDK_007180917095558 590,000.00�

7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赵静、赵毓 赵静、赵毓 ZHXTJKHT-XAS-0643 ZHXTJKHT-XAS-0643 580,000.00�

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赵犇 赵犇 ZHXTJKHT-XAS-0483 ZHXTJKHT-XAS-0483 474,329.00�

9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余刚 余刚 ZHXTJKHT-XAS-0504 ZHXTJKHT-XAS-0504 470,839.83�

1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崔会玲、解建科 崔会玲、解建科 ZHXTJKHT-XA-0100 ZHXTJKHT-XA-0100 520,000.00�

1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万龙、谢丽丽 王万龙、谢丽丽 ZJXZH_XEDK_007180308148220 ZJXZH_XEDK_007180308148220 470,000.00�

12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卓越 卓越 ZJXZH_XEDK_007180907097604 ZJXZH_XEDK_007180907097604 460,000.00�

1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锦平、华杰 李锦平、华杰 ZJXZH_XEDK_007180903108937 ZJXZH_XEDK_007180903108937 450,000.00�

14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张文堂 张文堂 ZJXZH_XEDK_007180325194257 ZJXZH_XEDK_007180325194257 420,000.00�

15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荣俊 王荣俊 ZHXTJKHT-XAS-0442 ZHXTJKHT-XAS-0442 406,564.50�

1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任杰 任杰 ZHXTJKHT-XAS-0318 ZHXTJKHT-XAS-0318 400,000.00�

17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莅 王莅 ZHXTJKHT-XAS-0632 ZHXTJKHT-XAS-0632 400,000.00�

1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阎新生、阎智 阎新生、阎智 ZHXTJKHT-XA-0092 ZHXTJKHT-XA-0092 380,000.00�

19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群生 李群生 ZJXZH_XEDK_007181114115963 ZJXZH_XEDK_007181114115963 380,000.00�

2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红丽 王红丽 ZHXTJKHT-XAS-0428 ZHXTJKHT-XAS-0428 360,000.00�

2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晨 王晨 ZJXZH_XEDK_007171220115639 ZJXZH_XEDK_007171220115639 360,000.00�

22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徐玉珍、李耀东 徐玉珍、李耀东 ZJXZH_XEDK_007171220090658 ZJXZH_XEDK_007171220090658 350,000.00�

2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联华、苟建新 李联华、苟建新 ZHXTJKHT-XAS-0634 ZHXTJKHT-XAS-0634 340,000.00�

24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韩芳 韩芳 ZHXTJKHT-XAS-0595 ZHXTJKHT-XAS-0595 340,000.00�

25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万辉、马媛媛 董万辉、马媛媛 ZHXTJKHT-XAS-0580 ZHXTJKHT-XAS-0580 320,000.00�

2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马涛 马涛 ZHXTJKHT-XAS-0646 ZHXTJKHT-XAS-0646 300,000.00�

27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王凯 王凯 ZHXTJKHT-XA-0191 ZHXTJKHT-XA-0191 290,000.00�

2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陈亚峰 陈亚峰 ZHXTJKHT-XA-0084 ZHXTJKHT-XA-0084 270,000.00�

29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何磊 何磊 ZJXZH_XEDK_007190212133091 ZJXZH_XEDK_007190212133091 260,000.00�

3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胡文林 胡文林 ZJXZH_XEDK_007171219133995 ZJXZH_XEDK_007171219133995 240,000.00�

3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袁治国、李鲜梅 袁治国、李鲜梅 ZHXTJKHT-XARD-0604 ZHXTJKHT-XARD-0604 229,503.21�

32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张平安、王海英 张平安、王海英 ZHXTJKHT-XA-0063 ZHXTJKHT-XA-0063 219,920.80�

3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焦珩 焦珩 ZHXTJKHT-XAS-0621 ZHXTJKHT-XAS-0621 220,000.00�

34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张晓静 张晓静 ZHXTJKHT-XAS-0561 ZHXTJKHT-XAS-0561 218,460.00�

35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纪凤英 纪凤英 ZHXTJKHT-XAS-0456 ZHXTJKHT-XAS-0456 200,000.00�

3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石托 石托 ZHXTJKHT-XAS-0552 ZHXTJKHT-XAS-0552 200,000.00�

37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范斌康 范斌康 ZHXTJKHT-XAS-0361 ZHXTJKHT-XAS-0361 190,000.00�

3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秦终艳 秦终艳 ZHXTJKHT-XAS-0566 ZHXTJKHT-XAS-0566 190,000.00�

39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张燕龙、林茜 张燕龙、林茜 ZJXBH_XEDK_007181010138767 ZJXBH_XEDK_007181010138767 180,000.00�

4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石红霞 石红霞 ZHXTJKHT-XA-0193 ZHXTJKHT-XA-0193 152,534.04�

41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天顺 李天顺 ZHXTJKHT-XAS-0404 ZHXTJKHT-XAS-0404 150,000.00�

42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昆 李昆 ZHXTJKHT-XAS-0435 ZHXTJKHT-XAS-0435 150,000.00�

43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康伟洲、周小丹 康伟洲、周小丹 ZJXZH_XEDK_007190125121564 ZJXZH_XEDK_007190125121564 150,000.00�

45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李保元 李保元 ZHXTJKHT-XA-0097 ZHXTJKHT-XA-0097 100,000.00�

46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阎戒庸 阎戒庸 ZJXZH_XEDK_007180424122487 ZJXZH_XEDK_007180424122487 10,164.00�

47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樊进、陈芙蓉 樊进、陈芙蓉 ZJXBH_XEDK_007190603117462 ZJXBH_XEDK_007190603117462 590,000.00�

48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魏月飞、李荣 魏月飞、李荣 ZJXZH_XEDK_007181109107551 ZJXZH_XEDK_007181109107551 520,000.00�

49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吴八虎、李娜 吴八虎、李娜 ZJXZH_XEDK_007181210150488 ZJXZH_XEDK_007181210150488 226,150.00�

50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温志宏、何静媛 温志宏、何静媛 ZHXTJKHT-XAS-0574 ZHXTJKHT-XAS-0574 69,189.00�

合计 17,497,521.04

联系人：张经理；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张家堡街道未央路 105号荣民时代公馆 1号楼二单元 A入口 2401。 特此公告。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凯盛经略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宁波合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芜湖焱宝一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青岛海盈创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重庆际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秃鹰启航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 8月 30日

致歉声明

毛俊杰老师，您好!

� � � �我司于 2020 年发布的标题为“明星星座

解析毛俊杰是什么星座”的配图文章，对您造

成了不良影响，今后我司一定以此为鉴，加强

公司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我司再次

对毛俊杰老师表示歉意。

深圳市虎掌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无借贷保证担保类合同声明

我单位 -广州众海泰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

名称：广州众海泰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自 2017 年 11

月 21日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签署借贷保证担保类合同行为，

自成立以来没有对外进行任何借贷保证担保行为，任何盖有我

单位公章的借贷保证担保相关法律文书均系伪造。 特此声明。

声明人：广州众海泰昌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日期：2022年 8月 30日

产品召回公告

各经销商、终端：

我公司出品的柠可桃桃金凤和榨榨油柑果汁茶饮料，规格

为：410ml，生产日期：2022年 2月 17 日 ~2022 年 6 月 13 日，经

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检，发现茶多酚、咖啡因含量不达标，不符合

GB/T� 21733 中规定的含量标准，我公司高度重视，对此表示

由衷的歉意，现对该产品实施全国区域紧急召回，经销该批次

产品的有关门店请立即停止销售，下架退货处理。

公司名称：带劲（广东）食品有限公司，联系人：徐女士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佛山大道北 179号 1座 505E 室

仲裁公告

北京卓安顺达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赵瑞祥要求确认与你

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支付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争议一案，经本委公开开庭审理，于 2022 年 8

月 11日作出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裁决书（京顺劳人

仲字［2022］第 4235 号），本公告自发出之日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你公司如不服本裁决，可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诉，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

公告。 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安捷顺通物流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张凯要求与你公司确认劳动

关系，并要求你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等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立

案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及出庭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 此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个工作日 10时 0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顺义区北上坡路 26号（劳动大厦）北京市

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五号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

本委将依法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华垣盛兴置业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王枭要求你公司支付工资、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等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

书副本、立案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及出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 此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个工作日

10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顺义区北上坡路 26号（劳动大

厦） 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一号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法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北京万家安宁物业有限公司,安锦御（北京）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本委

受理孙云亮要求与你两公司确认劳动关系，并要求你两公司支付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等争议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立案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书及出庭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个工作日内。此案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个工作日 10时 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北京市

顺义区北上坡路 26号（劳动大厦）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七号仲裁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本委将依法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赵瑶芹与华融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8月 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赵瑶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华融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华融私募基

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

关当事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华融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

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华融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

出让方：赵瑶芹

受让方：华融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债权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2年 7月 25日

序

号

借款人名

称

本金（单

位：万元）

利息孽生息

（单位：万元）

担保人名称

1

纺中纺（苏

州）织造有

限公司

2269.00 2372.37

吴江市盛泽盛利织物整理

厂、吴江市新纺纺织有限

公司、胡加强、孙伶琍、胡

晓斌、叶雅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华融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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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单中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相关本金、利息、罚息

以及债权实现合理费用等至相关义务人清偿日的详细金额以相

关合同和法院司法文书判决为准。

债务人 债权本金（单位：元）

杭州欣顺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217238.9

龚成伟 143405.05

卓如丰 278798.5

夏祖军 375993.2

吴杰 1848854

公告

杭州欣顺无纺制品有限公司、龚成伟、卓如丰、夏祖军、吴杰：

诸位债务人，截止到公告发出之日，你（公司）尚欠我公司

司法债务若干，现我公司通知你们，我公司已将相关债权转让

给杭州富阳茂盛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你（公司）可直接向债权受

让人履行债务。 债权情况详见下表：

注：各笔债权的利息、违约金数额根据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确认

的计算标准予以确定，并随债权本金一并转让。

浙江金富春实业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29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送张峰泽（身份证号：652827198907130018）、欧阳斌（身份证

号：430524198412103239）、巴州峰泽鑫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就杨辉享有张峰泽、欧阳斌、巴州峰泽鑫鼎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 180 万元（大写：壹佰捌拾万元整）债权，杨辉与杨秋林已

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人杨辉将 180 万元债权（包括

与债权相关的资金占用损失、维权支出费用损失等全部债权及

担保权（若有）等从权利）转让给债权受让人杨秋林。 特此通知

债务人张峰泽、欧阳斌、巴州峰泽鑫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向该

债权受让人杨秋林履行上述债务。

通知人：杨辉、杨秋林 2022年 8月 3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送：张静乐（身份证号：652827197804050010）、张峰泽（身份

证 号 ：652827198907130018）、 欧 阳 斌 （身 份 证 号 ：

430524198412103239）、巴州峰泽鑫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就杨辉享有张静乐、张峰泽、欧阳斌、巴州峰泽鑫鼎农牧科

技有限公司 150 万元（大写：壹佰伍拾万元整）债权，杨辉与杨

秋林已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人杨辉将 150 万元债权

（包括与债权相关的资金占用损失、 维权支出费用损失等全部

债权及担保权（若有）等从权利）转让给债权受让人杨秋林。 特

此通知债务人张静乐、张峰泽、欧阳斌、巴州峰泽鑫鼎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向该债权受让人杨秋林履行上述债务。

通知人：杨辉、杨秋林 2022年 8月 30日

平阳泛采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张祖成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阳泛采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平阳泛采”与张祖成于 2022年 8月

11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平阳泛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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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祖成。 现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

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平阳泛采作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的转让人，张祖成作为下列债权

及其相关权益的受让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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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成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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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阳泛采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祖成 日期：2022年 8月 17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即[2020]年[12]月[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张祖成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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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

序的，并已由平阳泛采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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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

为准。 4.上述标的债权如有处置回款的，尚未扣减债权金额，由受让人自行扣减。

公告清单 金额：万元，币种（人民币）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账面本

金余额

账面利

息余额

抵押物 法律文书案号

江阴新劲电工有

限公司

江阴市第四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江阴市长荣废旧物资回收

有限公司、江阴市天宇镍网有限公司、曹亚洪、张静

999.98 678.87 无

(2015)澄商初字第 342号

(2019)苏 0281执恢 1051号

江阴市四纺机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市宇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阴市天宇镍网有限公司、江

阴市第四纺织机械制造有限公同、江阴市晟亚纺织有限公司、江

阴市新劲电工有限公司、曹亚洪

2819.94 1686.98 无

(2015)澄商初字第 559号

(2016)苏 0281执 4956号

序号 资产名称

债权本息金额

(单位：万元)

债权本金 保证人 抵质押物

1

东莞市昆程

达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109,825,044.56 99,069,678.72

吴乐海、朱文凤、东

莞市凯昶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东莞市塘厦

镇古寮二路东府国用（2010）第特 307号地块及地上建筑物

（2A号、2B号、2C号、2D号和 2E 号）作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合计 34,307.56平方米，土地面积为 19,963平方米

2

东莞市国瓷

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21,823,382.48 19,810,032.11

吴乐海、朱文凤、东

莞市凯昶德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昶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东莞市塘厦

镇古寮二路东府国用（2010）第特 307号地块及地上建筑物

（2A号、2B号、2C号、2D号和 2E 号）作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合计 34,307.56平方米，土地面积为 19,963平方米

3

广州市洋航

物流有限

公司

17,940,305.48 14,880,249.29 方木德、林少凤

1.方木德、林少凤提供位于从化市太平镇国际城大道田园路

田园一街 36号的房产作抵押，面积 354.31平方米；2.广州市

洋航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沙口地段

综合楼作抵押，面积 4,168.38平方米。

金额总计： 149,588,732.52 133,759,960.12

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东莞市昆程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我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公告。

一、处置资产情况：截至 2021年 10月 31日，本资产包本息合计 14,958.87万元，具体如下：

具体转让债权金额根据贷款合同、生效法律文书按实计算。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不良资产的基本情况，仅为我公司根据现有资料所作的描述，并不构成我公司对不良资产之现状在法律上和商业

价值上的任何保证和承诺。 对于上述不良资产中的主从债权之法律效力、主从债务人、担保物等之现状等具体情况，请投资者自行进行调查、

分析、判断及决策。 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最终应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二、资产处置的意思表示:我司对上述债权资产的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债务减免、债务重组、协议转让、公开拍卖、要约邀请竞价转让等。

三、交易对象资格和交易条件要求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

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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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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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好，可按我公司要求方式付款，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联系人：谢小姐，电话：18520325207， 电子邮件：xiexy@sz-amc.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3706，邮编：510623。

五、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止。

六、公告期内受理征询或异议，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12-68728689（我公司审计监察部）。

借款人

编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或合同签订时间及合同金额)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

1

湖北东方金龙

物资有限公司

LDZJDK-2015-38/LDZJDK-2015-44

张冬梅、戴德华、湖北东方金龙物资有限公司 /

张冬梅、戴德华、湖北东方金龙物资有限公司

1,956.92

平阳厚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张婷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公告

根据平阳厚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转让方”）与张婷（“受让方”）于 2022 年 8 月 24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受让方已付清全部转让价款，转让方将其在下表标的债权清单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代转让方成为

下列债务人的债权人。

据此， 请有关债务人和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

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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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人民币 /万元

甲方（转让方）：平阳厚品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受让方）：张婷

2022年 8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