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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广告办理热线：

028-8664286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关于对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司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所持有的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

司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单户处置资产情况如下表，（债权金额数据的截至日为2020年1月8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

的公允值），分布在四川省成都市。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本次拟处置债权为我司对其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其从权利，以上资产信息及其利息计算仅供参考，
如有出入最终以合同约定为准，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债权项目和处
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上述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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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具备相应买受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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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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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上述不良债
权资产的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同本公告的有效期限。

联系人：周先生 柴先生 联系电话：0931-8881772 8612030、13919820275
电子邮件：zhouziming@coamc.com.cn chaiyuqiang@coamc.com.cn
通讯地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21号长业金座22层 邮编：730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0931-8879444（我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2020年9月25日起至2020年10月21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5日

序号

1

债权名称
四川省中鸿天
实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成都市

币种

人民币

本金

45,903,950.40

利息及罚息

10,936,767.78

担保情况
房屋抵押担保，租金及物
业费质押担保、保证担保

当前资产状况

出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资产转让合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
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质押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
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直接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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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转让方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5日

备注：清单中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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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金额数据截至日：2020年01月08日

序号

1

2

3

4

5

总计

借款人名称
四川省中鸿天
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鸿天
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鸿天
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鸿天
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中鸿天
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恒达天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胡彦；周宇及配偶胡艳萍；周琪及配偶刘慧
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恒达天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胡彦；周宇及配偶胡艳萍；周琪及配偶刘慧
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恒达天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胡彦；周宇及配偶胡艳萍；周琪及配偶刘慧
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恒达天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胡彦；周宇及配偶胡艳萍；周琪及配偶刘慧
四川省中鸿天实业有限公司；成都恒达天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胡彦；周宇及配偶胡艳萍；周琪及配偶刘慧

合同编号

平银蓉城贷
字20150407
第001号

原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贷款本金余额（元）

13,400,000.00

20,0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0

503,950.40

45,903,950.40

欠息额（元）

3,101,081.21

4,631,051.26

750,109.48

2,318,116.10

136,409.73

10,936,767.78

费用（元）

0

0

0

0

0

0

债权总额（元）

16,501,081.21

24,631,051.26

2,750,109.48

12,318,116.10

640,360.13

56,840,718.18

达州高望都宾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程先立（身份证号：
512222197404276015）、郭俊希（身份证号：513021198708278894）、谢冠杰（身份
证号：513001198811120213）、黄小力（身份证号：513001198310150238）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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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先立、郭俊
希、谢冠杰、黄小力等四人。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程先立、郭
俊希、谢冠杰、黄小力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程先立、郭俊希、谢冠杰、黄小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程先立、郭俊希、谢冠杰、黄小力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四川富润企业重组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程先立 郭俊希 谢冠杰 黄小力

二O二O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9月12日转让基准日的本金及利息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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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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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1

债务人
达州高望都宾
馆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达州宏都实业有限公司、

唐其科、郑浩、唐光玲

本金

49,053,430.12

利息

7,404,914.39

达州市西外人气旺铺拍卖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从2020年10月14日起每逢周三在达州市通川区

荷叶街中华大厦 4楼会议室公开拍卖达州市通川区西外中梁首府下
列人气旺铺：

上述标的以现状拍卖。即日起展示于所在地。有意竞买者请自行
审鉴并查阅相关资料，拍卖人与资产出让方均不承担标的物任何瑕疵
担保责任。报名时持有效证件及约定数额的竞买保证金（不计息）办理
竞买手续。特别提示：1、办理产权过户的税、费由买卖双方按规定分别
承担；2、整体竞买优先，面积约 1738.07㎡，参考价 3475.78万元，免费
送车位24个。详情咨询: 15808186777、18090901677。

四川成通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商铺位置及名称

通
川
区
西
外
莲
花
湖
中
梁
首
府
楼
盘

28幢一层1、2、3号门市
2层1、2、3、号商用房

29幢一层1、2、3、4号门市
二层1、2、3、4号门市

30幢
一层

1号门市
2号门市
3号门市
4号门市
5号门市
6号门市
7号门市
8号门市
9号门市
10号门市

建筑面
积(㎡)

550.74

694.69

42
42

51.08
51.08
51.08
51.08
51.08
51.08
51.08
51.08

销售价
（万元）

1258.4

1000.1

108.3
108.3
125.9
125.9
125.9
125.9
125.9
125.9
122.64
122.6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0

30

2
2
2
2
2
2
2
2
2
2

免费送
车位/个

6

8

1
1
1
1
1
1
1
1
1
1

李睿治先生李睿治先生：：

你与公司于你与公司于20162016年年99月月 55日订立的固定期限的劳动日订立的固定期限的劳动

合同书合同书（（编号编号：：dbgsxddbgsxd201600016201600016），），合同期限为合同期限为 20162016年年99
月月 55日至日至 20212021年年 99月月 44日日。。现因你在现因你在 20202020年年 88月连续月连续

旷工旷工1515天以上天以上（（至今未上班至今未上班，，且无法联系到本人且无法联系到本人），），已严已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以及双方签订劳动合同

书第七条的约定书第七条的约定，，于于 20202020年年 99月月 2424日解除劳动合同日解除劳动合同。。

请你于请你于 20202020年年 99 月月 3030 日前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日前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

手续手续。。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国网四川甘孜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丹巴县供电分公司丹巴县供电分公司

王平：
2018年11月29日，中亚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与你签订了《工程项目经

营目标责任书》（以下简称“《责任书》”），由你承包攀枝花领地·阳光花城一期二批次项目（以下简
称“该项目”）。2020年3月25日，我司与你签订了《F32地块项目管理协议》（以下简称“《管理协
议》”），约定由我司委派管理人员对该项目进行管理，除库管员、采购、材料员外你不得安排其他
人员参与该项目的管理，并约定你接受我司委派管理人员的全面管理。自《管理协议》签订后，你
已不再在该项目担任一切职务且不得以我司名义对外行使一切民事行为。我司已多次口头与你
沟通办理项目交接事宜，但你一直置之不理；另截止本函告日，我司还发现：你仍擅自以我司名义
对外签订协议、收据等文件，给我司造成了不利后果。鉴于此，我司现郑重函告你如下：

1、我司已于2020年3月25日起正式撤销你在该项目的一切职务，自2020年3月26日起，
你以我司、我司员工名义或使用我司印章（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资料专用章等）对外签订的协议、收
据等任何书面文件或对外进行任何口头承诺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包括但不限于给我司造成的任
何损失等）由你承担。

2、未经我司重新授权的情况下，请你不得擅自以我司、我司员工名义或使用我司印章（包括
但不限于技术资料专用章等）对外签订协议、收据等任何书面文件或对外进行任何口头承诺。

3、请你配合我司对该项目相关纠纷的处理；且对于你任职领地·阳光花城项目经营负责人期
间给我司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你全部承担。

4、请你配合我司立即完成如下事项：办理项目交接；办理已完工程核量、财务对账等涉及该
工程后续正常施工、验收、备案、结算、索赔、债权债务清理等的一切事务；交回全部项目资料（包
括但不限于：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原始资料、竣工验收资料、工程结算资料等）及已盖章（包括但
不限于技术资料专用章等）的所有合同及其它文件。

请你收到此函后严格按函告内容履行，同时，我司保留依法追究你全部法律责任的权利。
中亚建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5日

函 告

遗失公告

●汉源顺通物流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证》正、副本（证号：川
交运管雅字 0061168 号，车辆号
牌：川T2292挂黄色）遗失作废。

●彭睿，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 身 份 证 ( 证 号:
519003197108160022)遗失作废。

●李雅馨遗失成都信息工
程 大 学 学 生 证 ，证 号 ：
2017215057，声明作废。

●峨眉山兴洁包装有限公
司 ， 法 定 名 称 章
（5111815029977）遗失作废，特

此登报声明。
●峨眉山兴洁包装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5111815029978）遗失作废，
特此登报声明。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中铁科研院岩锋公
司采取多项举措，遏制“舌尖上”的浪费行为，为
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积极力量。

该公司召开了第三次党委办公会和第四次
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扩大）会议，以及三届委
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的倡议和具体的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党
员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以上率下，厉行勤俭

节约，充分发挥好先锋模范带头和示范引领作
用，养成勤俭节约、文明用餐的好习惯；强化纪
律监督，重视纪律规章在遏制餐饮浪费中的作
用，变道德约束为刚性约束；积极做好宣传引
导，党委宣传部门制作“遏制餐饮浪费”等为主
题的宣传海报，并在公司机关大楼和车间醒目
位置张贴宣传海报，强化节约意识，营造“节约
用餐”的浓厚氛围，养成文明用餐的好习惯。

中铁科研院岩锋公司通过各项举措以实实
在在的行动坚决遏制餐饮浪费。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公司全体员工结合自身用餐需求，在饭盒醒
目位置备注“少量”等字样；部分员工选择自带午
餐，减少浪费，形成“节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切实加强公务用餐管理，把节约理念贯穿食
堂就餐、公务活动用餐等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减
少浪费等。 （张文博）

新手投资基金需谨防陷阱

基金投资是具有一定风险的，很多新
手因为金融知识储备不足，容易“误入”各
类投资陷阱。中银基金建议，投资者应选择
正规平台进行投资，提高风险意识，警惕

“保本保收益”宣传陷阱。
首先，基金投资务必通过合法正规渠

道购买基金。其次，在选择基金产品时，综
合考核各基金的多项指标。最后，根据自己
的风险承受能力，结合基金的表现及时调
整投资。

中银基金也建议广大投资者，要理性
选择合适的基金进行投资，提高风险防范
意识，量力而行。 (李华)

中意人寿深入川庆川中生产
基地宣讲补充医疗保险知识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中意人寿关
联业务部员工及业务人员深入到川庆川中
生产基地和机电工程公司，举办了“爱·我
中意”年中回访暨健康服务季培训讲座，向
川西钻探公司遂宁片区所属单位员工开展
专业讲座，对涉及员工自身、父母、子女的
各种大病医疗、门诊报销等保险知识和疾
病自助理赔流程进行了详细的现场讲解。

此次讲座是川西钻探公司首次邀请中
意人寿为广大一线员工宣讲补充医疗保险
知识，让基层员工及时获知和享受企业医
疗保障项目权益。公司专业讲师团围绕团
险保障服务、保险增值服务、专属产品服务
等主题，深入讲解了与员工自身、父母、子
女密切相关的补充医疗、意外身故及残疾、
意外住院医疗、意外住院津贴、重大疾病、
疾病身故、非因工意外身故及残疾、因工疾
病身故、航空交通工具意外身故及残疾9项
保障项目，以及涉及一般门诊责任的补充
医疗险、单身贵族医疗保险、子女医疗风险
及教育规划和中年疾病保障服务，并对补
充医疗保险住院、门诊及慢性病的报销实
施办法进行了着重宣讲。

讲座中，专业讲师团还操作演示了“掌
上中意”APP使用指引和自助理赔操作流
程，就个人保障和团险服务作了现场咨询
解答，并对员工普遍关注的补充医疗保险
保障内容、政策发展变化情况进行了解析，
现场还进行了社保知识问卷调查和“亚健
康”检测。

“补充医疗保险的福利政策太好了。”
讲座结束后，刚做完手术的机电工程公司
员工冉先生向中意人寿的工作人员现场咨
询了自己住院费用报销流程，当得知社保
报销部分费用后还能使用补充医疗保险报
销剩余金额时，冉先生感到格外高兴。

此外，部分员工还拷取了宣讲课件，希
望向更多的人宣传中意人寿的贴心服务与
保险保障产品。 （苏俊）

工银瑞信科创ETF一日售罄

作为开启科创板指数投资时代的创新产品，
首批科创ETF的发行备受市场关注。近日，工银瑞
信科创ETF（场内简称：科创ETF，二级交易代码：
588050）发行首日即售罄并实现比例配售。业内人
士指出，4家获批发行科创ETF的基金公司中，唯
有工银瑞信一家是银行系背景，其他三家均有券商
背景。工银瑞信科创ETF首日售罄并实现比例配
售，充分表明了投资者对科创ETF投资价值及工
银瑞信指数投资实力的极大认可和信任。 (李华)

成都炭素开展“庆国庆 建家乡
展未来”主题教育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日，成都炭素有限责任
公司党委组织公司成都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蒋大刚、成都工匠刘彬、方大劳模薛常建、方大集
团优秀党务工作者邹光友、方大集团巾帼标兵姚
桂英、方大集团岗位青年能手张鹏等各类先进代
表 10 余人到成都市规划馆开展“庆国庆 建家乡
展未来”主题教育活动。

活动中，通过讲解员的讲解，代表们更清楚地
了解了成都“国家中心城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世界文化名城”四大战略定
位；从成都的城址迁徙、溯源古蜀、名都会、名城保
护四个层面了解了成都千年城市文明及今人传承
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的历史文化智慧；了解了
成都站在新的时代方位，落实发展新理念、贯彻发
展新要求、肩负发展新使命、应对发展新挑战提出
的战略定位和“三步走”战略目标；了解了成都市
城市总体规划。

此次主题教育活动，让每一位成都炭素的先
进代表感到骄傲和幸福，对成都的未来充满信心，
纷纷表示今后将充分发挥先进模范带头作用，用
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公司其他员工充分发挥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成都炭素发展得更加辉
煌，把成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宜居。（刘泽鲜）

四川经济日报讯 近年来，由于受产业转型
升级的影响，华蓥市大量产能落后的中小水泥生
产企业关停谢幕，面对激烈的淘汰机制，不少企
业通过不断提升产能利用率，降低能耗和污染物
排放，逐渐走上了转型发展的道路。

成立于 2003年的四川宏云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当地政府“工业城旅
游市”发展战略的驱动下，借着国家减税降费的

东风，这家企业逐渐摆脱了产能低、污染大、盈利
少的困境，成为了华蓥最大的水泥建材企业之
一，目前该公司共有260名员工，年生产能力已经
达到了 150 万吨，产值 48500 万元，累计利税
16155万元。

“减税降费政策对我们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2019 年我们公司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 1180 万
元，公司全年享受到减税降费红包近 400 万

元。”面对记者的采访，公司财务经理李敏“晒”
出了实实在在的减税账本。今年以来，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该企业一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
降了 73%，尽管申请了延期缴纳税款 400 万元，
但短缺的资金还是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小困
难，不过好在他们还享受西部大开发优惠政
策，企业所得税减按 15%征收，社保费也减免了
500万余元。

下一步，该企业打算重新购置安装一批除尘
排气、隔音降噪的装置，尽可能降低对当地环境
的负面影响。

降下来的是税费，升上去的是服务和纳税人
的满意度，减税降费的背后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
的信心和勇气，政策显现的“真金白银”在税务人
的辛勤努力下正转化为企业成长、发展、壮大的
不竭动力。 （唐真）

华蓥市减税降费助力企业转型升级

9 月 23 日，理塘县在格
萨尔王广场开展珠海市援助
慰问物资集中发放仪式暨关
工委“老少牵手·温暖童心”
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由理塘
县关工委通过对口帮扶力量
积极争取到珠海市援助资金
35万元，采购了1000套课桌
椅及台灯，用于慰问县城8所
学校特殊困难和品学兼优的
学生。

叶强平 张豪 四川经济
日报记者 杨琦 摄影报道

珠海市向理塘县学生珠海市向理塘县学生
捐助捐助10001000套课桌椅及台灯套课桌椅及台灯

中铁科研院岩锋公司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重庆四川美术名家作品联展
在峨眉山市开展

四川经济日报乐山讯 （林立 记者
蒋培路）9月 24日，“同绘川渝景 共抒巴蜀
情——重庆四川美术名家作品联展（2020
乐山站）”开展仪式在乐山峨眉山市举行。

展厅内，表现四川和重庆两地自然风
光、人文精神的画作吸引了观众的眼球，以
长江三峡、大足石刻、峨眉山、乐山大佛、郭
沫若等为题材创作的美术作品让人赏心悦
目。据悉，此次联展汇集了两地近百名艺术
大家的匠心作品。

据了解，乐山是“重庆四川美术名家作
品联展”的首站，此次展览从 9 月 24 日至
10月 10日在峨眉山景区儒释道文化长廊
展厅展览之后，将在川渝多个城市巡回展
出，让更多的川渝人民通过艺术家的作品
感受到两地文化的风采，助力川渝艺术家
的文化交流和创作，为两地的社会经济发
展贡献文化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