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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 公司 广告

序号 借款人 借款人
所在地

借款合同
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担保合同

名称 担保合同编号 担保物 基准日债权
余额

基准日本金
余额

基准日利息
余额 备注

1
义和诚
集团有
限公司

聊城
《流动资
金借款合

同》

20412018280706
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

《最高额
保证合
同》

ZB2041201800000173

无

17,128,477 . 25 14,839,000 . 00 2,289,477 . 25山东美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B2041201800000174
陈希峰、申合芳 ZB2041201800000175

2 20412018280492 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 ZB2041201700000253 9,301,777 . 76 8,000,000 . 00 1,301,777 . 76陈希峰、申合芳 ZB2041201700000254

3 20412018280491 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 ZB2041201700000253 8,127,428 . 31 6,990,000 . 00 1,137,428 . 31陈希峰、申合芳 ZB2041201700000254
合计 34,557,683 . 32 29,829,000 . 00 4,728,683 . 32

鲁商发展成立合资公司

开发康养文旅项目

导报讯(记者 孙罗南)鲁商

发展(600223)7日发布公告称，

该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鲁商

置业有限公司、山东鲁商乡村

振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员工跟投平台在泰安

市成立合资公司。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为6亿元人民币，其中：

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9500万元人民币，持有15 . 83%

股权；鲁商乡村振兴产业基金

出资5亿元人民币，持有83 . 34%

股权；员工跟投平台出资500万

元人民币，持有0 . 83%股权。

鲁商发展在公告中称，本

次合作成立公司是为了整合内

外部资源，共同开发康养文旅

项目。

齐翔腾达首季盈利

预增逾两倍

导报讯 4月6日，齐翔腾

达(000248)发布2020年业绩快

报及2021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公司一季度净利润预计增长

200%至245%，达5 . 94亿元至6 . 82

亿元。

产业链扩张是齐翔腾达业

绩大涨的主要原因，公告显

示，齐翔腾达新投产的20万

吨/年丁腈胶乳项目和一期10

万吨/年MMA项目产能在一

季度全部释放，使得其产品

产销量和利润都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张丽)

◆导报记者 杜海 济南报道

投资设立嘉兴数字化食品制

造中心、成立上海运营中心……

自去年底以来，青岛企业日辰股

份(603755)动作频频。而今，日辰

股份又要在嘉兴布下“重兵”。

6日晚间，日辰股份披露，公

司拟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及实施地点。其中，两大募投项

目的实施主体，将由日辰股份变

更为日辰食品(嘉兴)有限公司(下

称“日辰嘉兴”)。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近

期，日辰股份先是在上海购置办

公用房，如今又在嘉兴竞得一宗

土地的使用权，其“一路向南”

的决心彰显。

刚刚竞拍获得

海盐县地块

日辰股份主营复合调味料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2019年8月28

日，公司登陆A股。彼时，公司上

市所募集的资金总额为3 . 87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3 . 43亿元。

时至今日，公司为何要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

对此，日辰股份表示，随着

公司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为

利用华东地区的区位优势，更好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吸引高端研

发人才，并对公司生产中心进行

区域布局，经审慎研究，公司拟

将首发募投项目中的“15000吨复

合调味品生产基地建设”“年产

5000吨汤类抽提生产线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日辰股份变更为

全资子公司日辰嘉兴，实施地点

由日辰股份现有厂区变更为浙江

省嘉兴市海盐县21-014地块，预计

达到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2022年

9月；募投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追加公司全资子公司

日辰食品销售(上海)有限公司为共

同实施主体；将“技术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预计达到可使用状态

时间，调整为2021年9月。

“本次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

地点并延期事项，不改变募集资

金的用途。”日辰股份强调说，

本次变更，系项目实施主体在上

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变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海盐

县21-014地块”，刚刚由日辰嘉兴

竞得。

日辰股份6日晚发布的另外一

则公告称，日辰嘉兴通过竞拍取

得嘉兴市海盐县21-014号地块，土

地面积约65228平方米。日辰股份

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购买

土地使用权，旨在利用海盐县的

区位优势，布局公司制造中心，

扩大公司产业规模。本次购买土

地使用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

资金及自筹资金，公司将按照项

目进展节奏分批投入。

经济导报记者获悉，上述土

地的性质为工业用地(其他工业用

地)，使用年限为50年，土地使用

权总价为3424 . 47万元。

或采用“山东+上海”

双中心运作模式

事实上，日辰嘉兴的设立时

间并不长。

今年1月，日辰股份曾披露，

为加快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公司

拟成立全资子公司日辰嘉兴。天

眼查的信息显示，日辰嘉兴成立

于2021年1月12日，注册资本1亿

元，注册地位于嘉兴市海盐县望

海街道，法定代表人为张华君。

日辰股份持有该公司100%股权。

而在去年12月25日，日辰股份

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省海盐

县政府望海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

公司拟在当地投资设立“日辰股份

嘉兴数字化食品制造中心”。

更早之前，即2 0 2 0年1 2月3

日，日辰股份披露，为更有效地

开发长三角地区市场，为客户提

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公司

拟在上海成立运营中心，包括运

营管理中心、营销体验中心等。

为此，公司拟购买位于上海市闵

行区园秀路28弄6号的房产，作为

上海运营中心场所使用。该房产

建筑面积暂测为2363 . 62平方米，

房屋成交总价不超过9500万元。公

司于日前完成房产过户手续，取

得房屋不动产权证书。

国盛证券发布的研报显示，

日辰股份成立上海运营中心，意

味着其将发力C端市场。今年，公

司将着力拓展自有品牌，未来或

采用“山东+上海”双中心运作模

式，上海运营中心作为公司的C端

运营桥头堡，有望助力公司开发

长三角地区市场。华东是消费大

省，千禾、安井等公司亦是从华

东走向全国，预计日辰股份将以

上海为突破口，在华东进驻线下

渠道。同时，公司积极拓展B端客

户，发掘生鲜、便利店、餐饮上

游、速食产品等领域的空间。在

国盛证券看来，日辰股份深耕复

合调味料赛道，在细分品牌上优

势明显。

财务数据显示，从2015年到

2019年，日辰股份的营收从1 . 31亿

元提升到2 . 86亿元，净利润从0 . 26

亿元提升到0 . 85亿元，年度复合增

长率均超过20%。2020年前三季

度，日辰股份实现营收1 . 84亿元，

同比下降 8 . 6 8 % ；实现净利润

5949 . 81万元，同比增长7 . 01%。

先是上海买房 今又嘉兴购地

日辰股份布子“一路向南”
公司快报

Gong si kuai bao
E

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人会议开会公告

(2017)曼宝过滤器破管字第66号

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人：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于2017年7月24日以(2017)鲁1392破

申1号裁定受理曼宝公司重整一

案，指定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担

任曼宝公司管理人，张兆伟担任曼

宝公司管理人负责人。2021年3月9

日法院以(2017)鲁1392破申1-3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曼宝公司重整

计划展期申请，曼宝公司应当在六

个月内提出新的重整计划，变更后

的重整计划应提交给因重整计划变

更而遭受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组进行

表决。

根据上述裁定，经法院决定于

2021年4月23日9：30在临沂经济技术

开发区沂河路98号曼宝公司办公室

二楼会议室召开曼宝公司重整一案

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会议主题为表

决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重

整计划(变更)草案，请准时参加。

参会人员须提交下列证件：

1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提交身

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 .债权人是机构(单位)的，提

交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以及法定

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3 .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

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

的指派函。

特此公告。

临沂曼宝过滤器制造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21年4月7日

淄博分行搭建

上线淄博学府支行商圈

经过前期筹备及商户信息收

集，淄博学府支行3月29日成功

在总行商圈平台上线淄博学府

支行商圈。学府支行毗邻山东

奥朗特购物广场，周边商户资

源丰富，受众群体广泛。旺季

营销以来，学府支行一直将商

户业务作为网点重点发展业务

推进，利用下班、周末时间深

入周边商户常态化营销，取得

良好的效果。

该商圈以淄博学府支行及

山东奥朗特购物广场为中心，

覆 盖 周 边五公里的餐饮、超

市、服饰、生活等多行业，目前

多家商户已经成功入住。下一

步，学府支行将继续大力推进商

圈建设及售后维护工作，深入挖

掘客户深层次需求，在大力拓展

商户收单业务的同时，运用市

场细分以及交叉营销的策略，

强化产品捆绑销售，拉动学府

支行业务全面发展。

济南铁道支行特色龙商圈

增量增速列济南分行首位

2021年“兴建旺行”首季综

合金融服务活动开展以来，济

南铁道支行以龙商圈建设作为

商户业务拓展的切入点，加快

商户指标提升，一周内在建行

龙支付公众号上发布济南火车

站商圈、汉峪金谷商圈和世购

吃喝玩乐商圈 3个综合商圈，

并在建国际财富中心商圈，发

布龙商圈商户多个，龙商圈增

量增速列济南分行首位。

一是高度重视商圈建设，

举全行之力，推进商户业务发

展。组建特色商户团队，制定

营销策略，落实营销责任人，

将各网点周边大型批发类商

户、连锁商超、大型综合体作

为龙商圈建设的重点，逐一突

破。二是充分发挥收单产品丰富

和金融科技领先优势，利用“龙

支付满减活动”“一元享年货活

动”“一元女神惠”“建行惠生

活——— 天天都五折活动”等，积

极新拓商户，做大商户规模，增

加商户收单黏性。三是梳理网点

存量商户，将带有泉城特色的存

量商户布放至龙商圈平台，将其

发展成为重点商户，同时与商户

挖掘提质升档工作相结合，提升

商户交易额和资金承接率，助力

个人高贡献商户提升。下阶段，

支行将重点打造消费生态商圈，

更加突出商圈个性化特色，深化

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数字化经

营，提升网点获客活客能力。

(鲁启轩)

晨星中国近日公布的公募基

金最近1年、3年、5年及10年业绩

排行榜显示，截至2 0 2 1年3月3 1

日，工银瑞信旗下12只基金、总计

22次荣登晨星中国基金业绩榜同类

基金业绩TOP10榜单，更有2只基

金获近5年业绩排行冠军。

这12只基金分别由杜洋、袁

芳、赵蓓、谭冬寒、张宇帆、鄢

耀、何秀红、赵栩等11位基金经理

管理，充分展示了工银瑞信强大

的投研团队整体实力。

建设银行：深化科技赋能打造消费生态商圈 长跑实力哪家强？

工银瑞信12只基金荣登晨星业绩榜，2只居首

基金理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将在淘宝资产

处置平台对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公开竞价(网址https：//zc

-paimai.taobao.com/，户名：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

截至2020年12月20日，义和诚

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本息余

额为人民币叁仟肆佰伍拾伍万柒

仟陆佰捌拾叁元叁角贰分(小写：

34，557，683 . 32元)，其中本金为

贰仟玖佰捌拾贰万玖仟元整 (小

写：29，829，000 . 00元)，利息为

肆佰柒拾贰万捌仟陆佰捌拾叁元

叁角贰分(小写：4，728，683 . 32元)，

垫付费用壹拾壹万壹仟玖佰捌拾

捌元贰角柒分 (小写：111，988 . 27

元)，本息加垫付费用合计叁仟肆佰

陆拾陆万玖仟陆佰柒拾壹元伍角

玖分(小写：34，669，671 . 59元)，详见

附件《标的资产清单》。上述债权情

况仅供参考，具体以转让时实际情

况为准。本次竞价采用有保留价的

增价竞价方式。

二、竞价时间

2021年4月21日9：00时起至

2021年4月21日17：00时止(延时的

除外)，在竞价活动结束前，每最

后5分钟如果有竞买人出价，就自

动延迟至5分钟。

三、竞价起始价

竞价起始价：人民币1100万

元；报价的加价幅度为10万元或

其整倍数。

四、展示和报名

即日起有意竞买者请向本公

司电话咨询或直接来我公司现场

咨询并约期查看相关文件资料。

本场竞价为在淘宝资产处置

平台线上公开竞价，竞买人须登

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网址https：

//zc-paimai.taobao.com/)报名参与

竞价，并交纳人民币80万元竞买

保证金，具体保证金交付流程可以

联系淘宝客服，客服电话：400-822

-2870。阿里平台竞价入口为唯一

指定入口，通过其他竞价平台报名

或参与竞价均视为无效操作。

五、竞买人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

竞买。竞买人需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下列

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竞

价标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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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价标的

涉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以及参与竞价标的资产处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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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参与竞价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

及的原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3)其他依据中国法律

不得收购、受让竞价标的的主体。

如参与竞买人未开设网络平

台服务商的支付账户，可委托代

理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进行，竞买成功后，竞买人

(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

须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如委托手续

不全，竞买活动认定为委托代理

人的个人行为。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或变

相竞买本次竞价标的的，由竞买

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费用支付

根据淘宝资产处置拍卖平台

收费标准及支付方式进行支付。

七、项目经理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经理、巩经理

联系电话：0532-58760770/

13705321851

地址：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

路6号甲B座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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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66507825(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检

监察部)、0532-58760779(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纪检监察部)、0532-83079295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

岛监管局)0532-83895571(中华人民

共和国财政部青岛监管局)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21年4月7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关于义和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公开竞价的公告
交易编号：COAMC-QD-2021-1

标的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预计日辰股

份将以上海为突

破口，在华东进驻

线下渠道。同时，

公司积极拓展B端

客户，发掘生鲜、

便 利 店 、餐 饮 上

游、速食产品等领

域的空间去去年年，，面面对对新新冠冠肺肺炎炎疫疫情情，，日日辰辰股股份份运运用用复复合合调调味味品品企企业业连连接接上上下下游游的的优优势势，，从从多多方方筹筹集集采采购购食食品品物物资资，，驰驰援援湖湖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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