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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重庆2020年CQ005号)，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含各分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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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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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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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与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债务人

重庆大川集团防盗门有限公司

担保人 本金(人民币/元)

69,850,000.00

69,790,000.00

254,718,499.88

38,349,191.85

3,750,481.63

17,787,119.74

重庆大川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大川普安房屋销售有限公司（原名：重庆大川普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大川木业有限公司

大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大川门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大川集团防盗门有限公司

张宏

谢淑琴

四川大川木业有限公司

大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大川门业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大川集团套装门有限公司

张宏

谢淑琴

李建荣

重庆市沙坪坝区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张宏

谢淑琴

李建荣

重庆大川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大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张宏

谢淑琴

刘红梅

江燕

重庆斯为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茂余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刘开全

王文芳

重庆科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跃文

任中惠

王泽宇

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2 重庆大川集团套装门有限公司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重庆大川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重庆兴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科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江北支行

重庆川江船务有限公司

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2388151128 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23-1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重庆富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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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因自爆22亿元财务造假，瑞幸咖啡股价一
泻千里。

近日，记者调查获悉，瑞幸咖啡自2018年进
入重庆，两年时间不到，已布局12个区，实现主城
九区全覆盖，门店网点达184家，其中存续157
家。今年2月，瑞幸咖啡（重庆）有限公司还增加
经营范围，涉及医疗器械、个人卫生用品零售等。

重庆存续网点157家

根据天眼查数据统计，瑞幸咖啡自2018年2
月进入重庆，两年时间不到，已布局12个区，实现
主城九区全覆盖，门店网店达到184家，其中存续

网点157家，注销的28家网点均为2018年注销。
据了解，瑞幸全国4000多家门店，重庆门

店在前十名之内。
2018年 3月 2日，瑞幸咖啡（重庆）有限公

司（瑞幸重庆公司）渝中区解放碑第一咖啡店
成立，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临江门车站Ⅱ号出入
口环世贸大厦周边地下轻轨名店城 128 号商
铺，但该门店现已注销。

2018年11月，瑞幸重庆首家“悠享店”，亮
相解放碑大都会东方广场，据悉，该店占地面积
超过200平方米，之前,瑞幸咖啡在重庆的100
多家门店都属于“快取店”或“厨房外卖店”。

今年在重庆新开张2家

记者调查获悉，从瑞幸咖啡具体分布来看，

门店排名前3区为渝北区、江北区及渝中区。
其中渝北区门店数达35家，江北区30家，

渝中区28家，九龙坡区21家，沙坪坝区17家，
南岸区16家，北碚区、巴南区4家，大渡口区3
家，主城九区以外的有6家，合川区有4家，而
永川区、涪陵区各1家。

从具体开业的时间来看，2018年开张128
家，2019年54家。

而 2020 年新开的 2 家，开店时间均为
2020年 1月 6日，均位于重庆巴南区，负责人
为赵业飞，为瑞幸重庆公司巴南区三店以及四
店，分别位于南泉街道白鹤林16号重庆工程学
院和重庆工程学院创新创业园。从具体地址
来看，瑞幸的消费者定位很清晰，主要针对办
公室职员，门店大多开在办公区一层或者商圈
醒目位置。

今年2月增加经营范围

瑞幸重庆公司经营范围最初为食品、销售
工艺美术品，餐饮管理与餐饮服务，2020年2月
14日，新增27项许可项目，新增项目涉及“日用
品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
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零售，化妆品零售，电子办
公设备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通信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服装服饰零售，
鞋帽零售，箱包零售，珠宝首饰零售，钟表零售，
针纺织品零售，日用家电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
零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办公
设备租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

两个“乔丹”之间的商标纠纷持续八年之久终见
分晓。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对AIR JORDAN品牌
状告中国乔丹体育公司商标侵权一案做出终审判
决，乔丹体育公司第 25类服装鞋帽袜等商品上的
6020578号“乔丹+图形”商标被撤销。对此，最高
法指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有
错误，争议商标的注册应予撤销，并由国家知识产
权局就争议商标重新作出裁定。

不过，乔丹体育方面表示，该判决不会影响公司
现有商标的正常使用，也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构成
影响。但这一判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乔丹体育打
擦边球的日子已经结束？

八年商标之争迎来终审

据此，乔丹体育由成立于1984年的福建省晋江
县陈埭溪边日用品二厂发展而来。乔丹体育于
1991年注册“丹桥”商标，2000年将企业名称改为
乔丹体育，并于2012年向IPO发起了冲击。

同在2012年，美国体育明星迈克尔·乔丹提起
诉讼，指控乔丹体育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滥用其姓
名和形象，自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商标之争。

公开资料显示，首次诉讼中，商标评审委员会裁
定，维持乔丹体育的一系列商标注册。随后，迈克
尔·乔丹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一审驳
回诉讼请求后，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
次败诉后，迈克尔·乔丹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
再审的申请。

直到201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对乔丹系列案件
进行再审审查，于近期做出了终审判决，才为此事
带来了一线转机。

不过，在长达八年的拉锯战之中，乔丹体育看似
占据上风，但却对其上市进程造成了重大阻碍。
2011年上半年，乔丹体育营业收入达到了17亿元，
净利润达到了2.8 亿元。根据当时的招股书，公司

拟募集资金10.64亿元，用于生产基地扩建和战略
直营店等项目建设。IPO过会却不过审，原因就在
于该企业存在重大未决诉讼。

而自两个“乔丹”之争被媒体曝光后，不少消费
者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购买的“乔丹”并非自己
喜爱的篮球明星“乔丹”的品牌。而乔丹体育借擦
边球得来的红利开始招来反作用，致使品牌口碑不
断下滑。至今一些消费者在提起该品牌时，还会将
其与“山寨”二字联系在一起。

乔丹体育能否重塑品牌？

面对乔丹体育陷入的困局，乔丹体育品牌高级
总监林佑勋曾表示，未来，公司要走一个专业化正
规化的品牌经营道路，正正当当，不暧昧，不去打擦
边球。

记者注意到，目前能查询到的乔丹体育注册商
标记录，共计700多个。除了与“乔丹”相关的图、
文、拼音等商标，画风从2017年起，注册商标的内容
有了较大变化，而从 2019 年起，不仅“质燥”、“国
潮”二字频频出现，乔丹也被缩写为Q和D两个字

母，并且对图案上进行了重新设计。
2019年 4月，乔丹体育登陆上交所主板的上市

申请通过初审，这是继 2011 年之后再度完成“过
会”。2019年，林佑勋在接受采访时透露，2018年
推出的乔丹质燥是接近年轻人市场的重大尝试，接
下来的“品牌重塑计划”将会是一次靠近新一代消
费者群体的重大举措。

据悉，乔丹质燥为乔丹体育旗下高端品牌，因走
国潮风格在年轻群体中拥有不错的口碑。

乔丹体育的改变不止于此。例如，部分门店的
“乔丹体育”字样有所缩小，产品设计方面，品牌标识
“打篮球的男人”也不再显眼，部分服装的外观标识变
更为“TEAM”、“SHOT”、“YOUTH”等系列字样，仅
在领口或衣袖初标保留“打篮球的男人”商标。

此次终审判决乔丹体育败诉，“乔丹+图形”商
标被撤销，但尚未波及其主营业务使用的商标。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今年4月2日，证监会披露
的 IPO企业排队信息显示，乔丹体育位列上交所主
板 IPO企业第一名，但状态仍显示为“已通过发审
会”，而去年同期与乔丹体育一同过会的企业，均已
获得批文完成上市。

4月8日，重庆商报在全国媒体中独家连续
报道了内地首家广告上市公司大贺传媒无力偿
债、677幅字画司法拍卖，以及成为仙股、停牌
时间超一年的消息，引起业界强烈反响。

据了解，作为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大贺传
媒自2019年4月1日停牌，已经超过12个月。

业内人士表示，按照上市规则，创业板发
行人持续停牌12个月后，香港联交所将可对
其摘牌。

持续停牌12个月后将摘牌

重庆瑞海律师事务所律师介绍，香港联交
所《上市规则》（修订版）已于2018年 8月1日
生效。

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第9.14A(1)条，倘该
公司股份连续停牌12个月，则联交所可取消
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大贺传媒有关12个月期间，于2020年 3
月31日届满。倘大贺传媒未能于2020年3月
31日前，纠正导致其停牌的问题及全面遵守
上市规则并使联交所满意及恢复其股份买卖，
联交所上市部将建议GEM上市委员取消大贺
传媒的上市地位。

而对主板公司的规定为，连续停牌18个
月，香港联交所可以对其进行摘牌。

此前，香港联交所相关规定包括，公司公众
持股数量不足，发行人没有足够的业务运作或
相当价值的资产，以保证其证券可继续上市，发
行人或其业务不再适合上市等，交易所可以随
时指令该证券短暂停牌或停牌，抑或摘牌。

记者获悉，香港联交所修订《上市规则》，
规定停牌期限的目的，是鼓励发行人在有需要

的停牌后，尽快恢复股份买卖，让发行人上市
证券长时间停牌的数目，以及时间减少。

停牌前股价仅为高峰时的7%

大贺传媒危机出现于2018年 7月 25日，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冻结大贺集团
持有的相关公司股权和其他投资权益共计
1680万元，冻结期为3年。

同年8月21日，大贺传媒发布公告，公司
收到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查封、
冻结、扣押被申请人名下3100万元的财产。

此外，2018年上半年，大贺传媒新增银行
贷款1.39亿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大贺银
行贷款总额共计3.08亿元。资金链日趋紧张。

大贺传媒去年12月 31日曾公告，继续从
事户外广告发布、终端传播服务及媒体制作与
艺术品交易为主要业务。

但由于缺乏基本的市场销售人员，业务运
营情况并不理想，正积极物色潜在业务及投资
机遇以扩充其收入来源。由于欠缺审计工作
的资金及人员，公布 2018 年年度业绩及寄
2018年年度报告被延迟。

大贺传媒2019年第1季度业绩、2019年中
期业绩及2019年第3季度业绩也将延迟公布。
完成刊发2018年年度业绩公告后，公司将会尽快
刊发2019年第1季度、中期及第3季度业绩公告。

大贺传媒自2019年4月1日停牌，停牌前
报收0.105元港币。

大贺传媒最近的公告，为今年4月1日发
行股份发行人的证券变动月报表，大贺传媒总
股本为83000万股，H股为 25000万股，而内
资股为58000万股，按照0.105元港币，流通市
值2625.00万元港币。

大贺传媒2015年股价高峰时曾达到1.56
元港币，停牌前股价仅为该股价7%。

瑞幸咖啡在渝“野蛮”生长揭秘：门店网点多达184家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资金链断裂 大贺传媒面临强制退市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首席记者 刘勇
实习生 闫涵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研 究 中 心 特 约 研 究 员 李 俊
慧 认 为 ：“ 就 乔 丹 体 育 与 迈
克 尔·乔 丹 之 间 因 含 有‘ 乔
丹’字样的商标引发的纠纷
而 言 ，可 以 体 现 出 几 个 信
号 。 首 先 、迈 克 尔·乔 丹 最
终胜诉，彰显了我国商标司
法 保 护 领 域 的 文 明 程 度 。
第二、该判决传递了明确的
导向或信号，即对于非善意
将 知 名 人 物 名 称 抢 注 为 商
标、谋取不合理市场竞争优
势的做法，是不受法律保护
的。第三、乔丹体育的其他
商标，凡是涉及含有‘乔丹’
字样、注册类别为运动类商
品领域的商标，都面临巨大
的挑战。”

他指出，对于相关形象，
乔丹体育依旧享有相应的权
利。最高院裁定书中指出，乔
丹“不能就该标识享有肖像
权”。简单说，对于乔丹体育
来说，其在后续商标使用中只
要避免使用”乔丹“字样，即可
有效规避潜在的侵权风险。

“由于乔丹体育在公司名中也
包括了‘乔丹’二字，从全面规
避风险的角度来看，该公司可
以考虑更名。”

声音

非善意抢注
不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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