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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发力线上渠道 年青一代成消费主力

旺季来临 黄金消费恢复增长动力足

随着三四季度金饰需求进入旺季，金饰消费市场出现回升。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实施，也有望提

供助力。 图为安徽阜阳一家商场内，消费者正在选购金饰。 CNSPHOTO提供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

7月的消费数据， 限额以上单位商

品零售总额同比上升 7.5%，低于 6

月的 8.8%。 值得关注的是，金银珠

宝类 7 月零售同比增幅达 22.1%，

远高于 6 月的增速，是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主要数据中增长幅度最

快的消费品类。

当前，黄金饰品成为年轻人青

睐的时尚单品。《2021 年贵金属首

饰消费调查》显示，在最受 Z 世代

（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的一代人）

女性消费者偏爱的饰品材质中，黄

金占比达 50%。 首饰之外，用于投

资的金豆、金条等产品也吸引了一

众年轻群体。 这一转变的背后，正

是黄金品牌转型、理财观念更新等

多因素的叠加效应。

“这几天顾客变多了，来看黄

金首饰和金条的都有。 ”“线上询价

也很多，有的消费者看好款式就决

定直接入手。 ”进入下半年，国内黄

金市场开始逐渐升温。

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黄金产量

同比增加，销量同比有所下降，但 6

月黄金消费呈现快速恢复势头。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全国

黄金消费量 476.82 吨，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 12.84%。中国黄金协会分

析，上半年，受国内疫情影响，叠加

上年度形成的高基数，黄金首饰消

费量出现明显下滑；国际环境复杂

演变、金价大幅波动继续支撑黄金

投资需求，部分大型黄金零售商和

商业银行金条及金币销量仍保持

增长，而标准小金条出库量的下降

拉低了金条及金币整体销量，但二

季度降幅已明显收窄。

业内人士介绍，二季度是金饰

消费的传统淡季，随着三四季度金

饰需求进入旺季，金饰消费市场出

现回升。 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实

施，也有望提供助力。 投资方面，受

经济复苏和季节性因素的推动以

及金价表现影响，金条和金币需求

有可能出现环比上升。

同时，上半年黄金现货成交量

企稳回升。 上海黄金交易所全部黄

金品种累计成交量双边 1.93 万吨

（单 边 0.96 万 吨）， 同 比 上 升

4.54%，成交额双边 7.56万亿元（单

边 3.78 万亿元），同比上升 8.59%。

期货交易量受其他大宗商品板块

资金分流影响有所回落。 上海期货

交易所全部黄金品种累计成交量

双边 4.44 万吨（单边 2.22 万吨），

同比下降 12.26% ， 成交额双边

15.96万亿元（单边 7.98 万亿元），

同比下降 10.77%。

黄金市场正升温

●国家统计局最

新数据显示， 今年 7

月，限额以上单位金银

珠宝类零售总额为

247 亿元，同比（名义）

增长 22.1%。 今年前 7

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金

银珠宝类零售总额为

1726 亿元， 同比增长

1.5%。 其中，6 月 7 月

金银珠宝类零售总额

均稳定在 240 亿元以

上，恢复增长的动力较

足。

●中国黄金协会

数据显示，2021 年，我

国黄金需求仍保持全

球第一。其中黄金消费

需求 1120.9 吨,占全球

总需求的 68.73%。

数据

“以前都说大妈爱买黄金，其

实现在来买黄金的更多是年轻

人。 ”在深圳水贝金展广场经营黄

金饰品生意的林小姐表示，“最近

每逢周末， 展厅里的顾客都非常

多，年轻人也开始喜欢黄金饰品。 ”

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2021 中

国黄金珠宝消费调查白皮书》显

示， 在金店主要消费人群中，25

岁—35 岁人群占比高达 75.59%；

有金饰购买意愿的人群中，18 岁—

24 岁人群比例已经从 2016 年的

16%骤升到 59%。 随着越来越多的

年轻消费者开始步入成熟消费阶

段，他们更加关注黄金首饰产品的

投资保值属性。 在定价透明的背景

下，年轻消费者也愿意为产品的设

计和时尚感买单。

在消费群体年轻化的驱动下，

近年来，菜百首饰、周大福、周大生

等品牌打造了多个年轻化、个性化

的子品牌或新系列。 除了古法黄金

等传统工艺，有利于制造出更多款

式的 3D 硬金、5G 黄金等新工艺被

广泛运用，金饰也从过去简约的素

圈向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镂空字

母等款式演变。 通过潜心钻研工

艺，各大品牌还相继开创出特色黄

铂金熔合技术、Black 6C 复古黄金

工艺和“三金编丝”工艺等。

工艺的升级创新也为国潮产

品的打造奠定了基础。 国潮风席卷

国内消费市场后，黄金行业紧跟潮

流，菜百首饰子品牌“菜百传世”下

的产品就融合了古法錾刻、锤揲等

特色工艺，将传统文化的代表元素

添加到产品中。 老凤祥、周大生等

品牌也利用传统工艺和新工艺的

结合，推出“青绿”“点羽”“如意普

陀”等以国风元素为主题的系列产

品。

年轻人关注的热门 IP 也成为

品牌创新的发力点，迪士尼、梵高

博物馆等都曾与国内黄金品牌合

作推出联名产品。

此外，根据 Z 世代人群追求个

性的特质， 许多黄金品牌推出了

DIY 组合的转运珠、镭射刻字以及

款式定制，通过定制化服务吸引年

轻人为产品买单。

消费群体年轻化

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年轻

人不仅喜欢分享买黄金珠宝的心

得和攻略，也喜欢晒自己买的各种

黄金饰品。 直播间也成了年轻人

“淘金”的宝地。 在不少短视频平台

上，输入关键词“黄金”便能弹出许

多低价黄金直播间。

今年上半年，仅京东平台黄金

类产品累计销量就超过 150 万件，

同比增长约 160%； 销售额达到近

20亿元，同比增长约 150%。最受消

费者欢迎的几种黄金样式，有转运

珠、吊坠、项链、耳饰、手链/脚链等。

七夕情人节更少不了珠宝礼品。 公

开数据显示，七夕节前一周，黄金

戒指、手链、吊坠、转运珠等黄金饰

品在唯品会平台上的销量同比均

呈倍数增长； 在 7 月 24 日—29 日

七夕礼物购买高峰时间段，京东新

百 货黄金 首 饰 销 售 同 比 增 长

280%。

除了黄金首饰以外，各大品牌

还引入了金豆、金条等黄金投资产

品。 老凤祥、周大福等品牌的天猫

官方旗舰店内均有相关产品出售，

这些产品克重普遍从 1 克—50 克

不等。

品牌关注金豆、金条，与投资

黄金拥有广泛的年轻受众密不可

分。 疫情影响之下，拥有理财观念

的年轻人都在寻找靠谱的投资产

品，而黄金由于具有避险、抗通胀

的特质成为热门之选。 天猫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近 1500 个来自深圳

水贝黄金市场的商家入驻淘宝，1

克重的金豆、金瓜子等零售款式格

外受到淘宝 95 后、00 后消费者的

喜爱， 有的商家上半年“卖金”破

亿，而这类商家销售的多为投资类

产品。

不过，业内专家提醒，作为被

投资者广泛接受的一种投资品，黄

金市场仍面临不确定性，黄金实物

需求的增长未必能带动金价的上

涨。“黄金是金融属性较强的投资

品，实际上实物消费需求常常难以

带动价格的波动，金价的涨跌更多

由投资需求驱动。 ”黄金市场专家

蒋舒建议，投资者切勿因黄金消费

向好而短期投资黄金。 （悦文）

销售渠道更多样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沈机智享（东莞）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双方股东决定，由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沈机智

享（东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并前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4 亿元，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存续，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4亿元；沈机智享（东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依法注销，该公司

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合并后存

续的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承继。

请合并各公司债权人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债权人未收到通知

书的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对自己是否要求合并各方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出决定，并于该期间内书面通知合并各方公司，否则，合

并各方公司将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特此公告。

联系人：冯智谦；联系电话：0769-88603035。

沈阳机床（东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沈机智享（东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关于大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清理往来账款的公告

大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清理账款时发现以下供应商均无法取

得联系，为使相关单位及时了解并行使权力，特发此公告，请持有效证明文

件，尽快与我公司联系。 如未能在截止时间前主动联系我公司，我公司将依

法对应付账款进行处理。 截止日期：2022年 9月 6日，联系人：尹先生。

唐山鹭洲商贸有限公司，耒阳顺成电力安装维护有限公司，禹州市宏达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海兴县兴埕工程材料有限公司，无棣县基立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淮南市科源佳华科技有限公司，三门峡市凌宇科贸有限公司，张家

港市大厦钢结构有限公司，深圳市莱泰克科技有限公司，安阳市钢电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基伊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湘潭县永盛吴家巷劳务工程

有限公司，山西中益和矿山工程有限公司，张家口智能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

限公司，张家口市虹波诚泰商贸有限公司，远光智和卓源（北京）科技有限公

司，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润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光明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张家口智能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大唐（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宁波市鄞州区今上教育培训学校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决定注销，清算

组已成立，望债权人接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日起

四十五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电话：18868975040。

宁波市鄞州区今上教育培训学校 2022�年 8月 30日

宁波市鄞州区今上教育培训学校注销公告

现就武昌区交职院扩大用地片旧城改造项目部分被征收房屋

评估报告（详见附表)进行登报公告方式或转交,公告期为 30 日，公

告其届满则视为已转交评估报告， 请被征收人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持房屋证明材料到武昌区交职院扩大用地片旧城改造项目指挥

部（地址:武昌区杨园铁四院建设新村 140 号）电话:13986187209，领

取评估报告，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评估结果公告之

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向选定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申请复核评估，

对复核评估结果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 10 个工作日内，

向市房地产评估师协会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另请武昌区上新河街 1 号 46 栋 3 层 1 号(蔡凤菊、蔡菊、蔡历龙、蔡

历惠、蔡历英)被征收房屋的全部所有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10 内持房

屋权属证明材料及身份材料到武昌区交职院扩大用地片旧城改造

项目指挥部协商征收补偿事宜，逾期将依法对房屋实施征收。

武汉市城市改造更新局 2022 年 8月 30日

公 告

序

号

被征收房

屋地址

被征收公有

房屋承租人

房屋所有权证号

土地使用

权证号

房屋评估报告

编号及价格

1

武汉市武昌

区上新河街

1�号 46栋 3

层 1�号

蔡凤菊、

蔡菊、

蔡历龙、

蔡历惠、

蔡历英

武昌权证昌字第：

2011004978—1�号

2011004978—2�号

2011004978—3�号

2011004978—4�号

2011004978—5�号

武昌国用（改 2011）

第 1206号

鄂博兴（征）字

第 2014004�号

债权转让公告

由山东久胜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依法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权益转

让给赵林所有，即日起被通知人向赵林履行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被通知人：姓名：龙加强 身份证号：211221198906242735 住址：辽宁

省铁岭县腰堡镇石山子村四组 28号。

姓名：白 宇 身份证号：210281199007206415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

于屯街二段 16号 2-3-2。

姓名：刘树河 身份证号：210726197305046118住址：辽宁省黑山县绕

阳河镇茶棚村 16-058号。

由湖南木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依法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权

益转让给高铭远所有， 即日起被通知人向高铭远履行全部义

务特此通知。

被通知人：姓名：王成军，身份证号：210404197204093631

住址：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古城子路 53栋 183号。

姓名：李宝玲，身份证号：220182198303154945 住址：黑龙

江双牙山市领东区二站路 125-3号。

债权转让公告

由山东久胜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依法享有的全部债权及权益

转让给沈阳易达法律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所有 (详见债权转让协

议），即日起被通知人向沈阳易达法律事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履行全

部义务特此通知。

被通知人：姓名：于德隆 身份证号：23083319931229033X 住址：

黑龙江省抚远县镇沿江第四居民委会一组

姓名：吴宝元 身份证号：210726197808134910 住址：辽宁省黑山

县段家乡王炮屯村 652号

姓名：胡春生 身份证号：340103197002034517 住址：安徽省合肥

市瑶海区凤阳路银屏花园 10幢 503室

债权转让公告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年 9月 1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每周周一至周六

下午 14时整一场,�18时整一场。在我公司的拍卖平台上（http:www.yizhongcar.�

com)公开拍卖全国事故车和全国水淹车多批。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拍卖时间:2022年 9月 1 日至 2022年 9月 30日每周周一至周六下

午 14时整一场,�18时整一场。 二、拍卖方式:网络拍卖。 三、标的展示时间:公

告之日起。 四、标的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五、报名时间:公告之日起至拍

卖前。 六、报名方式:�1、线上报名:竞买人须在河南易众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

平台(http:www.yizhongcar.�com�),注册用户账号且实名认证通过后,即可对要

参拍的拍品进行报名,经我公司确认后即可参加竞拍。 2、我公司可为意向报

名者提供报名、咨询服务。 七、竞买保证金:本月拍卖会竞买保证金,按每辆车

收取规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竞买不中 7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还。八、重要

提示:有意者请在标的开拍前亲自实地看样并聘请专业人员对标的物进行仔

细查勘,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物现状的确认，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

决定,即表明已完全已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表不代表车辆实际驶里程数。 里程表存在维修更换、 人为更改公里数等原

因，表显公里数仅供竞买人参考。

预展地点:车辆所在地;

��������咨询电话:�400-885�-6722;看车联系电话:400-885-6722

河南易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26日

重庆宝丰线缆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催促

债权人领取宝丰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清偿款项的公告

债权人扬州德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苏东虹电缆有限公司、王孝均、

张金祥、吴芳、谭小平、潘耀翔、郑秀更、曾芳、王恒、张吉林、宋娟、曾

建新、罗春玉、王建波、任平、白垣志、郑秀山、张信彪：

请在本公告刊发之日起 30 日内向重庆宝丰线缆有限公司管理

人提供书面确认的身份证、收款银行开户账户信息（自然人由本人签

名捺印确认， 法人或其他组织则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签名捺印确认） 并联系管理人指定联系人办理宝丰公司破产重整案

债权清偿款项的受领事宜；若逾期未提供前述资料、未向管理人指定

联系人联系办理债权清偿款项的受领事宜的， 管理人将按重整计划

规定将债权人未受领的债权资金归还宝丰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管理人指定联系人：赵耀，联系电话： 13608337327�，联系地址：重

庆市渝北区金石大道 303 号世茂璀璨天城 7栋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

特此催告。

重庆宝丰线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 年 8月 25日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杨元定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越公司”）2020 年 11 月 18 日与杨元定身份证号码：330621196610260853）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编号为：01SX2018009-2019001-2020001），浙越公司已将其对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抵押人享有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其他法

律文书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杨元定。 浙越公司与杨元定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及债务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

杨元定作为债权人或资产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述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抵押人及债务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杨元定履行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相关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确定的偿还、担保或其他法定或约定义务。 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债务

继承人或其他责任人等相关各方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被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继承）主体、清算主体、主

管部门及 / 或其他责任人代为履行相应业务或者承担相关责任。 特此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杨元定

时间：2022 年 8 月 30 日

注：本次债权转让的基准日为 2020年 11月 15日。此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杨元定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或借款借据、相关协议）、担

保合同、生效裁判文书、中国人民银行以及相关法律的规定计算。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0年 11月 15日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编号 基准日债权余额 基准日本金余额 基准日利息余额 代垫费用

2

贵阳市南明区

海阳天天渔港

NO:52010120120000679

贵州鼎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NO:52100620110000213 28843746.88 0 28702975.88 140771

合计 124304602.2 25898621.34 97328830.2 477151

1

贵州同羽装饰

有限公司

NO:52010120120000287、

NO:52010120120000092

贵州鼎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张桐

NO:52100620110000213 95460855.32 25898621.34 69225854.32 336380

关于启用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的公告

我公司因工作需要，启用了以下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 此印章仅作为

项目工程技术、质量、工作联系单等工程技术资料以及公司内部流转的资料

上使用，其他用途无效。 该章不作为财务和经济往来印章使用，不作为项目签

订合同以及收据、借据、欠条、领条、成本、资金支付、结算凭证等一切经济类

文件资料签章使用，如有以上行为，概不代表本公司行为，由此引起的一切责

任我公司概不承担。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完毕之后，印章自动作废。 特此公告。

启用工程项目部技术专用章清单如下：1、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温泉新

都孔雀城.宜园项目部，2、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州区张家湾镇南火垡村集

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 TZ04-0200-0001、TZ04-0200-0002地块土护降工程项

目部，3、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晶福苑东区一期项目部，4、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碧桂园·铂樾府（二区）项目一期（南地块）27#、28#、29#、30#、31#、56#

楼、大门、地下车库项目部，5、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戴河国际旅游度假中

心（一区）中央公园二期，6、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碧桂园·铂樾府项目幼儿

园，7、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一期

1304-L01 地块 R2 二类居住用地项目（2# 住宅楼等 17 项），8、北京中天北方

建设有限公司通州区梨园镇碧桂园一期项目部，9、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雍

锦府工程项目部，10、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智能骨干网北京平谷项目

（1#丙二类仓库 -地上建筑等 18项）工程项目部，11、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通州区六小村项目三标段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部，12、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技术资料专用章星河城（3#、10#、11#、12#、13# 楼、19# 楼、P1# 楼（邻里中

心）、P2#楼（幼儿园）），13、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涉县铜锣

湾广场工程项目部，14、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大兴中骏

6002、6009地块项目部，15、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唐山中陶

卫浴三期工程项目，16、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北京费卡新

地块一期建设项目（1#厂房等 4�项）—1#厂房、2#仓库、4#厂房项目部，17、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邯郸盛世天成雅园项目，18、 中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西红门 6014 地块，19、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旭辉长安府（居住地块二 A、二 B）工程项目部技术资料专用章，20、中天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当代府 MOM 项目一期工程项目部技，21、中天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桂语江南二期工程项目部，22、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

章星河城（15#楼、16#楼、17#楼、P3#楼（垃圾回收站）、门岗、地下车库一）项

目部，23、 北京中天北方建设有限公司技术资料专用章北京城市副中心 1201

街区 FZX-1201-0019、0020、0040地块项目部，24、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石

家庄福美文旅园工程项目部。

致托克集团〔包括但不限于 Trafigura�Beheer�B.V.和托克投资（中国）有限

公司〕的道歉：本人罗德钰和托克润滑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宣

传，复制、攀附托克集团商标、商号、标识，客观上已造成公众的混淆、误认，就

此，本人及托克润滑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郑重向托克集团道歉。 本人及托

克润滑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特此承诺，不再以任何方式申请可能使公众或

托克集团认为构成混淆、攀附的商标；不再实施任何侵犯托克集团知识产权

或其他权益的行为。

托克润滑油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罗德钰

2022年 8月 29日

致歉公告

华黔设计有限公司（原名：华黔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03 月 27 日成

立，具备各类设计资质，设有分支机构若干。 公司和分支机构所涉及的公章、

合同章等用章都是经公司登记备案，批准刻制。公司从未授权任何人员（包含

公司和分支机构人员）以“华黔设计有限公司”或“华黔科技有限公司”，或分

支机构的名义，对外进行银行借贷、社会融资、为他人担保、广告宣传等活动。

上述行为未经公司书面批准同意的，任何分支机构、分支机构负责人和其他

人员禁止从事有关活动，否则，自行承担所有责任，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

的权利。 在此，特向登报公告，欢迎监督举报！ 监督电话：18886000388。

华黔设计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29日

公 告

通 知

丁建强（身份证号：341225199803154379）：你于 2019 年 7 月 21 日在我单位

发生工伤，自 2021年 12月起，因你连续旷工多日，违反公司相关规章制度，公司

多次通过电话、微信等形式多次通知你返回单位办理相关手续，至今你一直未

回单位， 请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回单位办理离职及相关工伤

待遇领取手续，逾期未回单位办理以上手续的，届时你的工伤保险待遇将终止，

我单位会依据此通知为你办理工伤待遇停发及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北京中电高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敏：

我区桥胜已将对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的(2011)中二法民一初字第 1197

号案《民事裁定书》及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的(2012)中二法执字第 1908-4 号

《执行裁定书》 所确定的债权， 依法转让给 (萧幸年， 公民身份证 ：

440103196509122419)，与此转让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收到本《债权

转让通知书》后即日向萧幸年承担偿还责任。 特此通知

通知人：区桥胜 日期：2022年 7月 18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马帅（身

份证号码：410105199102240158）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

城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阮

刚强、张丹花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

方马帅）。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

起，马帅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金

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李冠鹏（身

份证号码：41022219871116053X）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

城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闵华

伟、 孙玉霞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

李冠鹏）。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

起，李冠鹏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马帅（身

份证号码：410105199102240158）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

城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朱国

强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马帅）。自

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 马帅行使

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金

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刘清源（身

份证号码：411121198902157201） 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

城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王艳

珍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刘清源）。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 刘清源

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债权受让方

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将其

享有的董宝成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

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河南新创未

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行使债权人的

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债权受让方

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将其

享有的焦光兵、申志敏的债权转让给债权

受让方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河南

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行使债

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金

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邵梦瑶（身

份证号码：410108200012200042） 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

城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董小

玲、 刘振华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让方

邵梦瑶）。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

起，邵梦瑶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

金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李羽菲

（身份证号码：410222198901095521）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四

川锦城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将其享有的

赵星皓、 赵高明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

让方李羽菲）。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

日起，李羽菲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债权受让方

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将其

享有的韩玲、李大斌的债权转让给债权受

让方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 河南

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行使债

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与债权受让

方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方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将其享有的王钊、 张醒的债权转让给债

权受让方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日起，

河南新创未来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行

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金

融有限公司与债权受让方小鹿（郑州）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债权转让方四川锦城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将其享有的李晓君、苗海增的债权

转让给债权受让方小鹿（郑州）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 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之

日起，小鹿（郑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行

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 特此公告通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刘敏：

我区桥胜已将对中山市第二人民法

院的(2011)中二法民一初字第 1197 号案

《民事裁定书》及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的

(2012)中二法执字第 1908-4 号《执行裁

定书》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萧幸

年， 公民身份证：440103196509122419)，

与此转让相关的其他权利也一并转让，

请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即日向萧

幸年承担偿还责任。 特此通知

通知人：区桥胜

日期：2022 年 7月 18日

由内蒙古正东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依法享有的全部债权及

权益转让给湖南木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有，即日起被通知人向湖南

木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全部义务特此通知。

被通知人：姓名：王成军，身份证号：210404197204093631 住址：辽

宁省抚顺市望花区古城子路 53栋 183号

姓名：李宝玲，身份证号：220182198303154945 住址：黑龙江双牙

山市领东区二站路 125-3号

债权转让公告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2 年 8 月 23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2022）XMZG-NBHW(债转)

字第 138号】，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下列资产项下的全部权利、权益和利益，依法转让给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元） 贷款利息（元）

1 佛山市顺德区星迅服装有限公司 7,768,572.77� 15,371,574.45�

2 佛山市顺德区禅发贸易有限公司 12,529,911.63� 33,586,136.95�

3 佛山市南海蓝跃印刷有限公司 5,000,000.00� 3,635,117.56�

4 肇庆众信实业有限公司 5,176,588.00� 7,363,810.64�

5 江门市东方名仕灯饰照明有限公司 0.00� 6,107,571.08�

6 鹤山市浩龙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10,322,304.00� 17,243,890.06�

7 广州伟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48,321.98� 8,312,738.86�

8 广州铭兴装饰灯有限公司 10,120,275.00� 10,998,530.78�

9 佛山市顺德区工恒电器有限公司 18,205,346.80� 18,442,524.49�

10 佛山市进烨贸易有限公司 4,639,981.32� 8,679,688.55�

11 佛山市顺德区腾成贸易有限公司 1,595,595.00� 3,607,728.74�

12 佛山市顺德区涛银贸易有限公司 4,843,651.22� 15,439,220.50�

13 佛山市顺德区盟益贸易有限公司 14,287,528.00� 12,096,372.93�

14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骏展贸易有限公司 0.00� 2,587,696.32�

15 佛山市顺德区国冠贸易有限公司 5,473,032.33� 9,929,396.25�

16 佛山市圣灏贸易有限公司 807,340.93� 1,596,959.64�

17 佛山市高明区允然带钢实业有限公司 1,444,093.01� 2,739,415.71�

18 佛山市富登贸易有限公司 3,633,464.62� 6,632,532.30�

19 佛山市诚顺印刷材料有限公司 8,182,570.14� 15,359,594.41�

20 鹤山市鹤城镇帝雄家具制造厂 2,556,455.09� 5,866,492.42�

21 鹤山市奥雄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14,253,150.34� 16,003,850.62�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元） 贷款利息（元）

22 广东顺德沃美电器有限公司 0.00� 622,790.32�

23 广东地中海卫浴科技有限公司大良商行 6,086,201.29� 13,476,652.28�

24 广东地中海卫浴科技有限公司大良分公司 10,988,902.56� 5,997,800.74�

25 佛山市顺德区臻亿贸易有限公司 0.00� 4,846,455.88�

26 佛山市金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1,652,271.26� 1,517,009.22�

27 深圳市万电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187,875.75� 6,692,940.86�

28 深圳市太阳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6,981,007.13� 4,646,712.27�

29 深圳市金卡迪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0.00� 176,397.35�

30 深圳市佳德兴珠宝有限公司 0.00� 1,791,042.84�

31 深圳市宏业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0.00� 3,750,025.10�

32 深圳市海柏力高供应链有限公司 24,969,925.06� 11,286,033.50�

33 深圳宝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00� 34,884,466.24�

34 惠州市长溢模具有限公司 1,668,976.34� 837,324.07�

35 惠州市万汕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0.00� 6,670,256.66�

36 惠州市玖源酒业有限公司 3,548,053.28� 5,011,011.04�

37 惠州市佳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281,671.13� 8,561,579.29�

38 惠东榕兴纸品制造有限公司 1,642,305.20� 8,993,836.12�

39 广东胭脂红鞋业有限公司 3,869,876.00� 11,058,323.22�

40 广东明翔实业有限公司 1,093,334.00� 2,440,480.75�

41 博罗县园洲镇拓新印花厂 0.00� 271,916.10�

现公告通知上述各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义务人，向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

认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范经理；联系电话： 0592-3530124。 联系人： 姚淼；联系电话：15902174600。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年 3月 10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授信协议、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生

效法律文书、其他法律文件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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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4.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包括但不限

于公告中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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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合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2年 8月 30日

寻亲公告

2018 年 6 月 10 曰， 在刘家庙

辖区捡拾一名女婴， 在刘家庙派出

所备案，女孩儿五岁，取名朱悦彤，

居住地河北省沧州市纸房头乡吊庄

村，知情者持有效证件，与吊庄村朱

国春联系，电话 19103174024。

按照市政改造工作统一安排部署， 我县将于 2022 年 8 月 28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对国道 239 线桩号 K258+765 至 K261+540（霞城大

道南段）路段西半幅进行市政管道铺设，届时该路段将全线封闭施工，

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绕行此路段东半幅，过往车辆按照交通标志减速

慢行，因断交给沿线车辆及居民造成交通不便，敬请谅解。

赤城县人民政府

张家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2年 8月 30日

关于国道 239 线断交绕行公告

上海巴士丰勇贸易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东会的通知

各股东：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决定召开上海巴士丰勇贸易有

限公司股东会。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会议时间：2022 年 9月 13 日上午 9:30；

2.会议方式：线上会议，具体参与方式请联系会议联系人获取；

3.会议内容：研究决定公司清算及注销事宜。

请各股东按时参加，否则视为弃权。

会议联系人：王青伟，联系电话：15026811320。

上海巴士丰勇贸易有限公司 2022 年 8月 30日

上海南北电子机械技术公司（工商注册号：3101061003570） 定于

2022年 9月 15日上午 9:00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98 号二楼会议

室召开股东会。 发起人：股东黑龙江省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联系

电话：0451-82528280，联系人：董飞传。 会议内容：关于上海南北电子机

械技术公司解散清算、成立清算组、注销公司事宜。 请各位股东准时到

场,没有到场的股东视为自动弃权。

上海南北电子机械技术公司

2022年 8月 30日

召开股东会通知

连云区宇天商贸行，名下公章，法人

章：祝春俊，丢失声明作废。

连云区宇天商贸行，名下发票专用

章，未在公安备案，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秀（身份证号 522130198712153253）

遗失 2018 年 1 月 1 日签发的医师执

业证书，证书编码：110520424000127，

遗失 2017年 11月 6 日签发的医师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 20175211052213019

87121532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雄风百货广场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大连永诚建材综合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原法人章（姓名：寿冠华），编号：

2102040010098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赤水秉诚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20381MA6HKDR50F，决

定将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至 10 万

元， 请债权债务人于 45 日内前来商

谈相关事宜，联系人：李小林，电话：

13765971326,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武汉海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 会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8142011205571414XW) 由于主体注

销，特申请注销。

注销公告

河南舜禹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

郑州正商家河家(正商华庭一号院)景观

工程投标保证金收据一张， 收据编号：

2002415，金额：5万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卫广（身份证号 12010519740612481X）

河东区松鹤里 2 号院 65 号（现 89 号）

《天津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丢失，

协议号：0034105，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仁怀市长岗夜夜烧烤店不慎遗失营业

执 照 正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20382MAAK047J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杨斌 430421198206172976遗失招商榕园

房产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 ， 票 号

0011402，金额：50000 元 ，票号 0015438,

金额 3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福根不慎遗失部队士官证， 证号：

201501188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韩哲遗 失准迁证 ， 证号 ： 琼 准 字

0129832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陈玉婷于 2022年 8 月 10 日不慎遗失身

份证，身份证号：440514199804044649，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郭泽煌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不慎遗失身

份证，身份证号：350802198509260538，特

此声明。

遗失声明

北京实业开发总公司遗失《对外劳务合

作 经 营 资 格 证 书 》， 证 书 编 号

LW1100201000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以下人员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

谢尚业 ,证号：00012444000000002019000378,

黄碧珠 ,证号：00012444130000002020000184,

沈惠琼 ,证号：00012444130000002020000457,

王金运，证号：00012444130000002020000408,

杨伟青 ,证号：00012444130000002020000416,

杨碧梅 ,证号：0001244413000000202000042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被保险人贵州醉美瀑乡旅游客运有

限 公 司 , 保 单 号 ：

6533130125320210000303,6533130125320210

000304,6533130125320210000311,6533130125

320210000313,� 6533130125320210000312， 单

证 流 水 号 ：1800391677,� 1800391675,�

1800391679,�1800391680,�1800391681。 该五

张保单声明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东莞市广信网络服务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 证号：B1-2017326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霸州市胜芳镇碟昂汽车装饰用品

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31081MA0E6LM42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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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司以下个人执业证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任佃叶

00001811000000002019024760

朱雪梅

02000111011680002016000112

边晨光

02000111000080002018121243

游晓燕

00001811000000002019117369

刘泽宇

00001811000000002020028290

孙函玉

00001811000000002020055854

钟小玲

02000111000080002017036461

袁占梅

00001811000000002020054923

张陆飞

00001811000000002021004415

张雅婷

00001811000000002020068026

孙源源

00001811000000002022001390

文亚东

02000111000080002018263467

刘佳伟

00001811000000002021022505

张子慧

00001811000000002019109249

刊登热线：13311403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