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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珠穆沁旗蒙沁牛羊
育肥专业合作社股东（大）会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决议
解散，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
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永东
邮编：026200
联系电话：
15164986819
地址：
西乌旗
西乌珠穆沁旗蒙沁牛羊
育肥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11月30日

锡林浩特市宇丰纸品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8年11月30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桂树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904794650
地址：锡市中小企业工
业园区
锡林浩特市宇丰纸品
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11月30日

内蒙古蒙味源商贸有限
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
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
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
肖亚洲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848592918
地址：锡市锡林大街中
段华澳三号商住楼八号商铺
内蒙古蒙味源商贸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18年11月30日

锡林浩特市睿诚会计咨
询有限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决 议 解 散 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
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静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5247925959
地址：锡市四海聚住宅
楼3#楼二单元
锡林浩特市睿诚会计
咨询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1月30日

苏尼特左旗供销社土畜
产民族贸易货栈第二门市部
（大）会于 2018 年 11 月 25
日决议解散，并于同日成立
了清算组。请债权人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田华
邮编：
011300
联系电话：
15847901687
地址：苏尼特左旗满都
拉图镇
苏尼特左旗供销社土畜
产民族贸易货栈第二门市部
清算组
2018年11月30日

东乌珠穆沁旗哈穆图畜
牧业专业合作社股东（大）会
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决议
解散，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
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清算组
申报债权。
联系人：
巴特尔
邮编：026300
联系电话：
15247937707
地址：
东乌旗
东乌珠穆沁旗哈穆图
畜牧业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11月30日

锡林浩特市万德福采石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曹国君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8947396272
地址：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市万德福采
石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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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乌旗中小学勤工俭
学 联 合 厂（大）会 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 决 议 解 散 ，并
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
张国军
邮编：026200
联系电话：
13947911286
地址：
西乌旗
西乌旗中小学勤工俭学
联合厂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西乌珠穆沁旗嘉亿物流
有限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
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
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袁玉杰
邮编：026200
联系电话：
13947393347
地址：西乌旗巴拉嘎尔
高勒镇
西乌珠穆沁旗嘉亿物流
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锡林浩特市锡腾酷联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金海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947910221
地址：锡林浩特市希办
赛汉街
锡林浩特市锡腾酷联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内蒙古星弘机械设备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会
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邱星潮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5048951192
地址：
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星弘机械设备销
售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锡林郭勒盟金涌劳务派
遣有限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马越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904799495
地址：
锡林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金涌劳务派
遣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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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浩特市双诚农牧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大）
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
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
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马清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8104793888
地址：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市双诚农牧业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锡林浩特市金涌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刘志刚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8647949540
地址：
锡市建材园区
锡林浩特市金涌机械租
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二连浩特海陆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等 4 户企业拥有债权，
序
号

债务企业名称

债权本金余额（元）
（截至 2018.7.20）

1

二连浩特海陆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

14,679,998.91

2

二连浩特市富达
进出口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8,700,000.00

3

二连浩特市泓景
建材贸易有限责
任公司

7,800,000.00

4

二连市欧亚新型
墙体板有限责任
公司

4,960,000.00

合计

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债务企业、担保人等相关资
产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债务人及担保
人分布地区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该笔债权担保措施为抵押加保证：
保证人是白桂英及其配偶宗
波廷。抵押物为刘斌权属商业用房，
位于二连市恐龙大街南、诚
信路东欧亚大酒店，
建筑面积 4078.07 平方米。
该笔债权担保措施为抵押加保证：
刘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抵押物位于二连浩特市锡林街北、诚信路东个体综合楼，
抵
押房产建筑面积 1342.39 平方米，
抵押物土地占地面积 1561.8
平方米。
该笔债权担保措施为抵押加保证：
刘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抵押的土地、房产权益属刘文所有，
抵押物位于二连市恐龙
大街南、建设路东中蒙商业街菜市场 01#；
房产建筑面积为
3632.1 平方米，抵物土地占地面积为 1952.68 平方米。
该笔债权担保措施为抵押加保证：
该笔贷款的保证人是该公司
现法人春节及刘文。抵押房产位于二连浩特市贝加尔南、友谊
路东。该抵押物为抵押人刘文所有，
建筑面积 2051.8 平方米，
该房产占用土地面积为 2772.5 平方米。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锡林郭勒盟

36,139,998.91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
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
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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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
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
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修订）》规定的方式分户、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公开
处置，
处置方式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可
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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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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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如有购买
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杨女士
联系电话：
0471-696759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909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苏尼特左旗国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债权，拟进

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债务企业、担保人等相关资产位
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序 债务企业名称 债权本金余额（元）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号
（截至 2018.7.20）
- 由焦国新、马树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
苏尼特左旗国
刘大庆拥有的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阿巴嘎
1 新 建 筑 工 程 有 9,890,000.00
旗汉贝东街（中石油第四加油站东侧）12150 平
限责任公司
方米土地及 7290.26 平方米房产作抵押。
合计

债务人及担保人分布地区
锡林郭勒盟

9,890,000.00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
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
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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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4、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
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
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修订）》规定的方式分户、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公开
处置，
处置方式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可
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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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地址：锡林浩特市锡林大街 361 号

邮政编码：0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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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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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如有购买
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杨女士
联系电话：
0471-6967591
受 理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韩 先
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909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发行部：
（0479）8218770

广告部：
（0479）8213684

遗失多伦县地税局发 152531198012090932 号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声明作废。
旺龙牛肉板面
遗失锡市工商局发 92152502MA0PTC1T4N 号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锡林浩特市好仁脉聚餐厅
遗失阿尔善宝力格镇新满都拉嘎查发 11022 号草牧场使用
证，声明作废。
乌力吉陶格涛
遗失阿巴嘎旗房地产管理局发 100558 号产权证，声明作
废。
赵树青
遗失正蓝旗工商局发 152530600065602 号营业执照（正）
本，声明作废。
正蓝旗桑根达来镇金霞洗浴
遗失太仆寺旗工商局发 92152527MA0NCWWF7R 号营业
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太仆寺旗刘平鞋柜台
遗失锡林郭勒盟运管处发 1525270020102005585 号从业资
格证（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声明作废。
张学超
遗失账号：292101040001086 号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2021000020401 号，声明作废。 中共正镶白旗旗委老干部局
遗失太仆寺旗工商局发 92152527MA0N4CFT5K 号营业执
照（正）本，声明作废。
太仆寺旗和斌商店
遗失锡市工商局发 152502600036220 号营业执照（正、副）

遗失声明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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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智邦安泰消防设
备维护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
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
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赵祖勇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847907122
地址：
锡林浩特市
内蒙古智邦安泰消防
设备维护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太仆寺旗畜旺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股东（大）会
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 决 议
解 散 ，并 于 同 日 成 立 了 清
算组。请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苏小兵
邮编：027000
联系电话：
13948791366
地址：
太仆寺旗宝昌镇
太仆寺旗畜旺奶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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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浩特市锡伯草业有
限责任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决议解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
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王国强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5947098591
地址：
锡林浩特市
锡林浩特市锡伯草业有
限责任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正蓝旗宏发养殖专业
合作社股东（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 决 议 解 散 ，并
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
王月才
邮编：027200
联系电话：
13947949659
地址：
正蓝旗
正蓝旗宏发养殖专业
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12月3日

本，声明作废。
锡林浩特市刘占个体诊所
遗失莫亚军、李冬梅夫妇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证号：0502
号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莫亚军、李冬梅
遗失锡林郭勒盟财政局发 2262701-2262750 号锡林郭勒盟
医疗卫生服务门诊收费收据，声明作废。 锡林郭勒盟妇幼保健院
遗失账号：15001656643052504268 号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L2017000055101 号，声明作废。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六项目部
遗失锡林浩特市额尔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六项目部的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第六项目部
遗失西乌旗金叶宾馆的公章、财务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西乌旗金叶宾馆
遗失账号：106801201080024149 号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2010001296201 号，
声明作废。
锡林浩特市炳伟厨具店
遗失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西乌旗项目部
的公章、法人章（岳红岩印）、财务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锡林浩特市给排水有限责任公司西乌旗项目部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注销公告
锡林浩特市仁和药业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何继成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848599878
地址：锡林浩特市金基
嘉园1号楼
锡林浩特市仁和药业有
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4日

锡林浩特市仁和药业有
限公司（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
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郑雯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3848599878
地址：锡林浩特市杭办
锡建街建安小区
锡林浩特市仁和药业有
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4日

内蒙古腾运土石方工程
有 限 公 司 股 东（大）会 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冯海燕
邮编：026200
联系电话：
18647953232
地址：西乌旗巴拉嘎尔
高勒镇宝日陶勒盖街
内蒙古腾运土石方工程
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12月4日

因国家政策规定，特注
销 编 号 ：内 建 房 物 证 字
（2005）H007 的物业服务
企业资质证书。
联系人：武建虹
邮编：026000
联系电话：
15048951090
地址：锡市团结大街
锡林郭勒盟盛通物业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2月4日

多伦县锦源苗木种植专
业 合 作 社 股 东（大）会 于
2018年12月4日决议解散，
并于同日成立了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郭广臣
邮编：027300
联系电话：
13947393863
地址：多伦县大北沟镇
多伦县锦源苗木种植
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8年12月4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
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对苏尼特右旗腾达绒毛有限责任公司等 3 户企业拥有债
序
债权本金余额（元）
号 债务企业名称 （截至 2018.7.20）

权，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债务企业、担保人等相
关资产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债务人及担保
人分布地区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 由马占海、王桂荣、苏尼特右旗赛普羊绒制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苏尼特右旗腾
责任保证担保；
由苏尼特右旗赛普羊绒制品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位
1 达绒毛有限责 11,870,000.00 于赛汉镇工业园区 16539.59 平方米土地及 4078.62 平方米房产作 锡林郭勒盟
任公司
抵押。由苏尼特右旗腾达绒毛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位于赛汉镇工
业园区 8221.94 平方米土地及 4771.66 平方米房产作抵押。
苏尼特右旗腾
2 革利工贸有限
公司

4,297,834.79

由李志永、
章志宏、
刘应丽、
李军锁、
王彦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苏尼特右旗腾革利工贸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赛汉镇工业园区
19246 平方米土地及 3814.09 平方米房产作抵押；
由李志永持有的公 锡林郭勒盟
司股权 2100 万元、
章志宏持有的公司股权 9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正蓝旗利锋乳
3 业有限责任公
司

4,499,799.88

由艾蓉、薛文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苏尼特右旗利锋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拥有的位于赛汉镇工业园区的 34312.78 平方米土地及
1236 平方米房产作抵押。

合计

20,667,634.67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
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
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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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
“担保人”
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
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
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修订）》规定的方式分户、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公开
处置，
处置方式为拍卖、公开竞价、挂牌转让等。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交易资金来源合法，可
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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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
（0479）8210240

锡林郭勒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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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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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如有购买
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杨女士
联系电话：
0471-6967591
受 理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韩 先
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 54 号金融大厦 909
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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