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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关于对
公主岭市同心汽车部件厂等3户债权资产打包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公主岭市同

心汽车部件厂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债权总额合计164,324,

915.27元，其中：贷款本金合计116,676,525.50元，利息合计47,648,

389.77元（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债权具体情况如下：

1、公主岭市同心汽车部件厂债权，截止2022年11月4日债权总额

116,247,300.44元，其中：贷款本金82,803,507.47元，利息33,443,

792.97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公主岭市同心汽车部件厂以5处

房产、1处土地及微机碳硫分析仪等144台设备提供抵押担保。该债

权已在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进入执行程序。

2、吉林省禾宝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2年10月31

日债权总额人民币30,560,036.36元，其中：贷款本金21,874,576.56

元，利息8,685,459.80元。担保方式是保证、抵押。保证人：孙武、肖

丽、孙榕颀。抵押物建筑面积12,989.65平方米，土地面积41,328.07

平方米。债权已进入执行程序。

3、前郭县观晟农牧业有限公司债权，截至2022年5月20日债权总

额17,517,578.47元，其中：贷款本金11,998,441.47元，利息5,519,

137.00元。贷款担保方式是抵押和保证，债务人以其位于松原市前郭

县宝甸乡孤店村孤店屯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房产共28处，

总建筑面积25,084.7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1宗，用途：设施农用地，使

用面积110,000平方米；保证人为王宇、代玉珠、王凤岐、李淑兰。松原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债权人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上述保证

人对债务人抵押物价值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该债权目前处于执

行程序。

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处置。交易对象：交易对象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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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外）。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2022年11月25日；

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431-88402123；苏女

士，联系电话，0431-88402125。传真：0431-88402135。邮政编码：

130000。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3999号。吉林省分公司监

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冯女士。联系电话：0431-884021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拟对松原市宏盛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22年8月20日债权总

额人民币87,831,885.75元，其中：贷款本金29,946,395.00元，利息

57,885,490.75 元。贷款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担保。债务企业以

其自有资产位于松原市乌兰大街的在建工程作为抵押；保证人为苗井

江、梁金荣；并以松原市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该

债权在松原市前郭县人民法院进入执行程序。

欲了解该债权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公开竞价转让处置。交易对象：交易对象为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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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除外）。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2022年11月

25日；公告有效期限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个月。交易条件：一次

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

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陈先生，联系电话，0431-88402123；苏女

士，联系电话，0431-88402125。传真：0431-88402135。邮政编码：

130000。联系地址：长春市二道区自由大路3999号。吉林省分公司监

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冯女士。联系电话：0431-8840210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关于对松原市宏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吉林省监狱管理局中心医院驻
女子监狱医务室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吉林省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91220101123910952C）将法人章（曹贵
祥，2201021459788）丢失，声明作废。

●甘微将编码为222221012200的
执业药师注册证遗失，注册日期为2021
年7月23日，声明作废。●宽城金顺口腔门诊部遗失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登记号：宽卫审
字2018005，声明作废。●王彦平将身份证丢失，号码
220111197705134015，声明作废。

● 何 国 芳 （ 身 份 证 号
220103198501034527）将执业药师注册
证遗失，注册证编号:221222011201，声
明作废。

● 夏 娟 （ 身 份 证 号
220183198912100869）将执业药师注册
证遗失，注册证编号:222222011145，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林省金融会计学会，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22000050840556XJ，法定代表人：侯
国祥。本会于2022年11月22日召开了会员
大会，决定注销登记，本会已成立清算组，现

向社会公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会清算组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视为自动放弃。

清算组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2219号
联系人：杨春雪
联系电话：0431-88572410

吉林省金融会计学会
2022年11月23日

注销清算公告

经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房地产开发用地竞买人应当具
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者
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2年12月13日前工作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索取
《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2年12月13日至2022年12月21日16时工作
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
金。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21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2年12月22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农安县自然资源局。挂

牌起始时间为2022年12月13日上午9时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2年
12月23日上午9时整；挂牌出让仪式定于2022年12月23日9时整在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农安县农安镇宝安路
联系电话：0431—89935711 联系人：孙先生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
2022年11月24日

农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农自然资公发[2022]21号

地块编号

2022048

土地位置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 东至空地、南
至隆礼路、西至规划路、北至寰洁包装材料

土地面积
（㎡）

14873

土地用途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40%
容积率

≥1.0
绿地率 建筑限高

≤24米

出让年限
（年）

工业50年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23.4

招聘启事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天成政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面向社会诚聘公

共服务部投资助理及综合管理部行政助理各一名，报名条件：年龄35
岁以下，学历全日制本科，具有相关工作经验，报名及详情咨询电话
18686331356。报名时间2022年11月25日-11月28日15时。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天成政务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1月25日

“红龙军团”迎战“波斯铁骑”

观战指数 ★★★☆
北京时间11月25日晚间和26日凌晨，卡塔尔世界

杯将迎来4场小组赛。B组第二轮由威尔士与伊朗展开

对决。威尔士在首战中贝尔点球救主踢平美国。在贝尔

的带领下，威尔士队踢得越发稳健成熟，稳守反击战术是

他们的基本打法。球员身体强壮，他们会继续其硬朗的

风格。本届世界杯伊朗队老帅奎瓦斯重掌帅位，但是从

小组赛首轮大比分输给英格兰的比赛来看，在短时间内

伊朗队很难有质的转变。

预测结果：威尔士两球胜伊朗。

东道主对阵“特兰加雄狮”

观战指数 ★★★☆
在A组第二轮中，东道主卡塔尔与“特兰加雄狮”塞

内加尔相遇，两支球队在首战中双双失利，若要出线，本

场比赛都不容有失。针对这种情况，两队主教练都会在

阵容上做出调整。但通过首战可以看出，东道主卡塔尔

与其他顶级强队差距明显，但面对比厄瓜多尔锋线更好

的塞内加尔，恐怕凶多吉少。

预测结果：卡塔尔两球负于塞内加尔。

“橙衣军团”冲锋“高原杀手”

观战指数 ★★★★
在A组中，荷兰将迎来与厄瓜多尔一役。荷兰和厄

瓜多尔小组赛首战双双告捷，本场比赛谁能取胜便可提

前出线。“无冕之王”荷兰无疑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球

队之一，他们在上轮中兵不血刃取胜。而厄瓜多尔在首

战中战胜东道主，全队抢断和压迫感十足。两队此番相

遇，厄瓜多尔与荷兰队实力虽有差距，但厄瓜多尔如果硬

拼死守的话，荷兰人想要取胜并非易事，双方定会打得难

解难分。

预测结果：荷兰一球小胜厄瓜多尔。

“三狮军团”大战美国

观战指数 ★★★★
在B组中，英格兰将与美国迎来强强对决。英格兰

队阵容豪华强大，在首战中青春风暴席卷伊朗取得大胜，

彰显了强大的进攻火力。而美国队上一轮与威尔士战

平，本场如果拿分，就能在小组赛最后一战中占据有利地

位。英格兰人为了取得小组头名，定会势如破竹延续状

态争取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淘汏赛。

预测结果：英格兰两球胜美国。

（本报记者 张宽）

加维，这个闪耀在本届世界杯

赛场上的18岁西班牙少年，以小组

赛对阵哥斯达黎加队终场前的一记

进球，成为西班牙队史上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者，也是世界杯

历史上第三年轻进球者。青春飞扬，名满天下，意气风发的加

维，无疑是一颗亮眼的新星。

“天才少年”的称号一直伴随着加维的运动生涯，起步于

皇家贝蒂斯俱乐部的他，11岁时转会加盟巴塞罗那，2021年

完成在巴塞罗那一线队首秀。同年，加维首次代表西班牙国

家队出战欧洲国家联赛，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西班牙成年国

家队出场球员，最终帮助球队取得胜利。2022年，加维一举

斩获科帕奖并荣膺金童奖。

加维虽然年轻，但天赋异禀，展现出了颇高的赛场敏锐

度，拥有着很强的判断能力和预见性。赛场上的加维敢于拿

球，虽为小将却有着老将般的娴熟，在极具冲击性的进攻中尽

显锋芒，西班牙“金童”未来不可限量。

“斗牛士金童”加维
本报记者 罗天初

都说“柿子要挑软的
捏”，“斗牛士”西班牙众星们
这回也把哥斯达黎加队“捏”
得太惨了些。在世界杯E组
的一场焦点战中，“斗牛士军
团”6 人破门，7 球大胜且零
封哥斯达黎加队，上演“屠城
惨案”，创下西班牙队在世界
杯历史上单场进球纪录的同
时，还创下了世界杯史上排
名第七大净胜球分差。

没错，开赛前几乎没有
人会看好哥斯达黎加队能够
在西班牙队身上占到便宜，
即便沙特阿拉伯队和日本队
刚刚爆冷扮演“巨人杀手”，
但外界也普遍看好西班牙队
会战胜哥斯达黎加队，只不
过没想到会这么轻松，比分
如此悬殊。

“斗牛士”们平均每隔13分钟进一球“残暴”
征服对手，让全世界球迷又看到了昔日传控大师
的艺术风采。西班牙队全场1060次传球，998次
成功，这就是西班牙人在这场比赛中恐怖的传球
数据。据统计，西班牙队成为自1966年世界杯开
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首支在没有加时赛的情况
下单场完成超过1000次传球的队伍。整场比赛
常规时间90分钟，加上上半场6分钟和下半场9
分钟的补时，总共 105 分钟的比赛时间里传球
1060 次，“斗牛士军团”平均每分钟传球超过 10
次，这在世界杯级别的比赛中实属罕见。而他们
的传球平均59次转化为一次射门，西班牙队共完
成17脚射门，7次射中。

反观哥斯达黎加队整场扮演“送分童子”，全
场零射门。尴尬的是，在1990年世界杯与巴西队
对阵中，哥斯达黎加队也创造过这一纪录，那场比
赛他们0比1不敌巴西队，没想到32年后，尴尬再
次降临。整场比赛，哥斯达黎加人都扮演着被“窒
息”的状态，让“斗牛士”掐着脖子踢。他们成功传
球仅166次，不足西班牙队的六分之一，更为难堪
的是，哥斯达黎加队全场没有一次射门，攻入对方
球门30米范围内的次数仅有7次。而西班牙队高
频而密集的传球，在球场上织出一张移动大网，将
哥斯达黎加队牢牢罩住。

内功深厚的西班牙队，酣畅淋漓上演遍地
开花的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优秀球
员。本场比赛，西班牙队整体年龄更加年轻化，
18 岁的加维到 22 岁的托雷斯之间的队员都有
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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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上届世界杯的亚军，一边是
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队之一。克罗地
亚队与摩洛哥队的小组赛算得上是本届
世界杯“新”与“老”之间的对抗。克罗地
亚队看似在技术和经验上均占上风，但
最终两队却0比0战平，交出了一张略显

“沉闷”的“白卷”。
相持不下，一球难求。很多人会用

“沉闷”来形容这场对决，双方在中场僵
持过程中都难实现有威胁的进攻。虽然

“格子军团”克罗地亚队依然呈现出“老
练”的味道，但攻击力与往日相比显得平
庸，而摩洛哥队的新生力量受限于大赛
经验不足，也没有带来更多的惊喜。

本场比赛所显示出的乏力与保守其实
有迹可循。从克罗地亚队来看，在阵容上
派出了莫德里奇、科瓦契奇和布罗佐维奇
一同首发，经验老到有余，但不得不承认的
是，队伍已经呈现出阵容老化的疲态。克
罗地亚队内核心主力基本上依然是上届俄
罗斯世界杯时期的老臣，如今4年过去，他
们虽雄风仍存，却难掩岁月痕迹。

再看摩洛哥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

26.2岁，排在本届世界杯32支球队的第4
位。正所谓“拳怕少壮”，年轻气盛冲劲
当头，这也让克罗地亚队难以在他们身
上尝到甜头。但实则在与克罗地亚队的
攻防回合中，摩洛哥队也暴露出了自身
后防薄弱、节奏把控力不足等问题，因此
这支“亚特拉斯雄狮”在赛场上没能展现
出更强的有效进攻。

这场“新”“老”对决的0比0结局，可能
会令一些球迷觉得“食之无味”，但新血液
与老面孔的碰撞也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
老将们一路拼杀渴望再创荣光，而一众年
轻小将等待着开启属于他们的赛场传奇。

“ 新 ”与“ 老 ”的 对 决
罗天初

11月23日，西班牙队球员费兰·托雷斯（右二）攻入球队第四球。当日，在卡塔尔多哈阿图玛玛球场进行的2022卡塔尔世界杯足
球赛E组比赛中，西班牙队以7比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 新华社/欧新

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张宽）作为本

届世界杯最后一个出场的亚洲球队，韩国队

没能延续此前沙特和日本的奇迹。今晚，卡

塔尔世界杯小组赛H组的乌拉圭队和韩国

队展开对决，双方90分钟内均没打破僵局，

最终0比0握手言和。

上半场，双方大开大合拼抢激烈。比赛

第22分钟，乌拉圭队右路打出配合，努涅斯

中路包抄射门差之毫厘。第34分钟，韩国

队前场打出漂亮的配合，黄义助最后的推射

稍稍高出横梁。第43分钟，乌拉圭队利用

角球由戈丁头球攻门，无奈击中了球门立柱

弹出。

易边再战，双方延续着上半场的激烈对

抗。第62分钟，乌拉圭队努涅斯边路一路杀

入禁区后横传，无奈被韩国队门将金承奎拦

截。第69分钟，乌拉圭队球员卡瓦尼接队友

挑传转身抽射被封堵。第77分钟，韩国队的

曹圭成禁区外远射偏出。第89分钟，巴尔韦

德势大力沉的远射击中球门立柱，乌拉圭队

再次无缘破门，最终双方均无建树。

世界杯小组赛H组

乌拉圭队与韩国队握手言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