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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十二版）
金额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折合人民币金额）

北京市东晓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利息

担保情况
其他债权
（垫付诉讼费）

合计

担保方式

担保人

金额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折合人民币金额）

利息

担保情况
其他债权
（垫付诉讼费）

担保方式

担保人

119,267.77

119,267.77

保证 北京东晓新越酒店

414 北京市维家日化有限责任公司

270,000.00

403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950,000.00

1,691,371.72

2,641,371.72

保证 北京多力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15 北京裕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80,000.00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500,000.00

1,590,638.42

3,090,638.42

保证 北京多力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16 北京市平谷黑豆峪养猪场

600,000.00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00

2,239,578.39

4,239,578.39

保证 北京多力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17 北京晓星工贸有限公司

664,000.00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600,000.00

5,967,716.83

9,567,716.83

抵押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18 中财联合（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480,000.00

7,290,805.81

11,770,805.81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59,830.34

59,830.34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175,428.80

175,428.80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766,069.35

766,069.35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404,796.77

404,796.77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16,076.30

16,076.30

北京谷丰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00

396,836.01

396,836.01

404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00

4,004,328.26

7,004,328.26

抵押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3,000,000.00

3,152,008.61

6,152,008.61

保证 北京金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0

860,624.59

1,360,624.59

保证 北京金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大峡谷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0.00

31,571.48

31,571.48

保证 北京金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405 北京万金山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3,150,000.00

6,410,373.33

9,560,373.33

抵押 北京市东晓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万金山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0.00

5,140,496.80

8,140,496.80

抵押 北京万金山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406 北京谷辰科工贸集团

1,100,000.00

2,630,205.49

3,730,205.49

抵押 北京谷辰科工贸集团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

北京谷辰科工贸集团

400,000.00

803,379.54

1,203,379.54

抵押 北京谷辰科工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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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000.00

2,307,702.51

3,587,702.51

保证 北京平谷区东兴造纸厂

20,000.00

26,844.76

46,844.76

400,000.00

835,213.34

1,235,213.34

保证 平谷县峪口镇中桥村经济合作社

410 北京泰华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610,000.00

3,573,035.31

6,183,035.31

保证 北京京港玻璃钢舰艇有限公司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李女士、张先生 联系电话：
010-66511254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 293 号

北京泰华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2,930,000.00

4,494,824.27

7,424,824.27

保证 北京京港玻璃钢舰艇有限公司

411 北京中燕绿洲有机肥有限公司

433,500.00

642,331.05

1,075,831.05

保证 北京利燕制衣有限公司

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10-66511260

412 北京鑫豪门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30,000.00

756,150.08

1,586,150.08

保证 北京奥思敏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413 北京宏利计算机设备厂

447,000.00

651,491.95

1,098,491.95

保证 北京市兴桥电器开关厂

407 平谷县东高村经济联合公司
408 平谷县大兴庄公社大兴庄一队
409 平谷残疾人联合会

350,808.36

合计

0.00

620,808.36

保证 平谷县安固金属钢网加工厂

341,878.13

721,878.13

保证 北京东方云燕度假有限公司

1,003,148.76

1,603,148.76

保证 北京玉林茂盛印刷材料厂

627,595.28

1,291,595.28

保证 北京乐桐乐器制造有限公司

19,900,000.00

27,269,692.26

47,169,692.26

419 北京市阳光学校

1,120,616.00

1,425,244.82

2,545,860.82

北京市阳光学校

1,950,000.00

1,942,635.79

3,892,635.79

1,550,000.00

2,299,279.45

624,118,363.86

1,272,340,814.54

保证 北京美瑶食品有限公司
保证 北京多力多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420 北京市大灰厂丰达水泥厂
合计

保证 北京市平谷京兴金属加工厂

3,849,279.45
479,262.00

保证 北京东方协和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阳光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太阳光文化交流有
保证 限责任公司 北京阳光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阳光红学
校、北京市怡清花园酒家、北京市五里店金阳光浴池、北京市
丰台区加华阳光英语培训学校
北京市阳光红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太阳光文化交流有
限责任公司 北京阳光林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阳光红学
保证
校、北京市怡清花园酒家、北京市五里店金阳光浴池、北京市
丰台区加华阳光英语培训学校
保证 北京市丰台区大灰厂农工商联合公司

1,896,938,440.40

我公司拟打包处置上述债权资产，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
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公告有效期限：自 2017 年 10 月 10 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止;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事项的咨询，有意向者请在
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意向书。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资讯

大厂产业新城助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9 月 22 日，由大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
办、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库科技创业发展有限
公司承办的“大厂产业新城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暨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启动大会”在潮白河喜来登酒店正式拉开帷
幕。会上，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北京豪沃尔科技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等 8 家单位集中签约入驻大厂产业新城。
同时，大厂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正式对外发布，并宣
布成立“数字媒体与智能硬件协同创新平台”，聚力打造中
国“智谷”。由此，
“人工智能”、
“影视文化”、
“总部商务”三
大产业集群格局在大厂产业新城鼎足而立，成为区域经济
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点。

供应链金融平台金投手信息披露再优化
2017 年 8 月 24 日，银监会 113 号文件《网络借贷信息中
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正式对外公布实施，让信息
披露再次成为关注热点。从国资控股供应链金融平台金投
手处获悉，平台除已经完成的电子签章、三级等保和银行存
管等合规“硬件”以外，也将根据《指引》重新进行调整和细
节优化。金投手 CEO 赵中亮表示，
信息披露，
对于改进网贷
行业形象、提升网贷机构公信力、完善行业事中事后监管、
防范行业风险、保护出借人与借款人利益，都具有重要意
义。所以，金投手根据要求，积极开展完善信息披露，让平
台变得更加透明和信息对称，
让投资人更加安心。

世界水上极速运动大赛在柳州举行
9 月 27 日，2017 中国·柳州上汽通用五菱杯世界水上极
速运动大赛激情开赛。本届大赛由国际摩托艇联合会、国
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柳
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摩托艇运动协会、中国滑水协会、
柳州市体育局、城中区人民政府承办，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冠名赞助，并由深圳市天荣体育文化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杰克斯奇体育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今日影响体育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运营执行。世界水上极速运动
大赛是中国乃至国际上赛事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包含项目
最多的水上运动赛事平台，
赛事为期 7 天。

北京庄园打造北京别墅时代华丽终焉之作
9 月 21 日，
“ 为别墅阅历丰富者而生”全球发布盛典在
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举行，由此奉献出了北京别墅时代的
终焉之作——北京庄园。在上千米的地上庭院中矗立起了
233 座纯独栋别墅。在这里，每栋别墅均实现了南北通透全
配置套房；
项目突破性引入 25 米国际泳联标准短道泳池，
并
在此基础上打造了完善的会所休闲功能；0.6 的容积率让北
京庄园作为纯独栋别墅的终焉之作，享有最尊贵的别墅血
统。有着 20 年别墅居住、打造经验的董事长更是亲自带领
团队，站在企业董事长的生活高度及需求视角，为喜欢别墅
的行家们量身打造经典别墅。

主打全球人脉概念“汇智能通”APP 上线
中铁五局五公司长沙娄底片区
自主经营再揽 5.6 亿元
中铁五局五公司娄底市自主经营取得新突
破，成功揽到华达学校房建项目及娄底慢行系统
自行车道综合景观工程，两项工程总投资达 5.6 亿
元。至此，公司在长沙娄底片区自主经营额累计
突破 40 亿元，为公司构建“大长沙经营格局”，实
现片区生产经营一体化管理迈出新步伐。华达学
校房建项目是公司在公共建筑领域的第一个工程
项目，娄底慢行系统自行车道综合景观工程是公
司首次进入综合景观工程领域。华达学校总占地
面积达 3.3 万平方米；娄底慢行系统自行车道及综
合景观工程全长 29.15 公里，采用双向自行车专用
车道标准。
（谭文峰 李鹏）

中铁上海局一公司
多举措营造平安和谐社会环境
为营造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中铁上海局一
公司多措并举认真做好各在建项目维稳排查工作，
努力消除和化解影响企业发展的各项不稳定因素，
确保维稳工作落实到位。据介绍，该公司承担着蒙
华铁路、哈佳铁路、成贵铁路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
建 设 ，现 有 34 个 在 建 项 目 ，职 民 工 2 万 余 人 。 为
此，公司成立了以党委书记、总经理为组长的信访
维稳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抓早、抓准、抓落实”
的工作总体思路，要求各在建项目积极开展维稳排
查工作，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程继美）

成贵高铁全线“最软”隧道贯通
9 月 24 日，经过中铁五局全体参建人员 13403
天的连续奋战，成贵高铁全线“最软”的隧道应山
岩隧道实现全隧道顺利贯通。成贵高铁是国家实
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之一。成贵铁
路贯穿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正线全长 515.386 公
里。应山岩隧道全长 6861 米，是成贵铁路全线五
个极高风险隧道之一，集涌水、岩溶、岩爆、围岩变
形、瓦斯、断层破碎带于一体，进口洞口软弱段是
全线唯一一段正线 VI 级围岩，地质复杂，风险极
高，所以应山岩隧道又有成贵铁路全线“最软的隧
道”之称。2014 年 1 月 1 日开工建设以来，中铁五
局全体参战人员不惧困难，迎难而上，有效降低了
施工风险，提高了施工效率，确保隧道施工顺利推
进。
（颜学华 何增旺）

日前，深圳前海汇能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专业开发的“汇
智能通”商务工作软件产品上线启动，该项目创新“互联
网＋”下发展新业态 ，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
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为产业
创新加油助力，为社会公益做出贡献。
“汇智能通”手机 APP
将商务形象展示、商务交流、资源对接、商务学习集于一体，
人脉群添加无限制，
直播间无上限。

海斯奈福进军医药大数据市场
日前，北京海斯奈福医药技术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的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云头柜”智能床头柜，把病房里
的传统床头柜从只有储物功能的简单产品，升级成为含消
毒杀菌、智能储物、智能保险、负氧离子、改善水质等诸多
新功能的服务设施。据悉，
“ 云头柜”聚焦于医疗+大数
据+物联网，通过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的病房智能设备及
自主开发的 APP 与数据分析法，收集、整合住院病人需求，
为住院病人在院期间和出院后康复期提供创新服务，提升
患者的就医满意度，打造符合国家政策大势下的“互联
网+”大健康平台。
（马国香）

高德打造“十一”全民出行一站式服务
近日，高德地图正式宣布打造“十一”全民出行节，提供
从出行服务到游玩目的地推荐的一站式服务。12301 国家
智慧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微博、ofo 小黄车、神州优车、银泰
商业、携程、口碑、华住、汉堡王、德克士等合作伙伴，纷纷为
用户送上“十一”全民出行节“大礼包”，共同打造快乐的出
行节。在出行服务方面，高德地图易行平台全面升级，路况
计算和躲避拥堵算法升级换代，合作伙伴和服务方式也从
滴滴、摩拜、ofo 小黄车等共享单车、网约车扩大到火车、飞
机领域。在产品出行功能方面，高德地图在此次“十一”出
行节前还推出了组队导航、业内首个无障碍地图等多个人
性化功能。

北京海淀工商分局查获 13 箱假茅台酒
9 月 20 日上午，北京海淀工商分局在某物流公司查获
13 箱共计 156 瓶假冒茅台酒，涉案金额高达 20 余万元。
在现场，海淀工商分局的执法人员发现，这批茅台酒的寄
件 人 和 收 件 人 虽 然 姓 名 不 同 ，但 是 联 系 电 话 却 是 一 样
的。此外，这批茅台酒外包装足可以假乱真，无论是条形
码还是防伪标志都一应俱全，甚至每箱都还配备一个防
伪器。根据贵州茅台酒（集团）有限公司商标权利人介
绍，真茅台酒的外盒包装的字体印刷是呈凹凸质地，印刷
平滑的肯定是假冒产品；真茅台酒的瓶口胶套处的“国酒
茅台”的字体在顺光的时候会显现，在逆光的状态下便会
隐去。
（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