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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蓄积了千
年文化势能的超级 IP。然而就
目前看，同长城相比，大运河的文
化价值还远未得到真正发挥。

新世说

今日快评

用好大运河这个超级文化 IP

被父母唠叨很幸福

文明出行
是最快的“回家路”

锐评

□本报评论员 夏远望

1 月 20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新闻发布会，详

细介绍了我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路线

图、任务书和时间表，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

用好“千年运河”，打造彰显华夏文明和中原文

化的“标签河”。

千年大运河，锦绣贯古今。大运河是中国古

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

最大的运河，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

是一部书写在华夏大地上的宏伟诗篇。2500多年

以来，大运河在维护国家统一、繁荣社会经济、推

动民族融合、促进文化交流、兴盛沿线城市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2014年，中国大运河申

遗成功，更是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长期以来，大运河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

大、传承利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

空间挤占严重、合作机制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和

困难。2017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

指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

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

重要指示，为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基本

遵循。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

提出以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大运河沿

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河南按照《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要求，突出河南特色和地

位，出台《河南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

规划》，提出把河南大运河打造成为中华历史文

明核心展示区、旅游文化生态融合创新区、大运

河文化带开放合作先导区、城乡融合发展示范

区。这对于我们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千年大

运河，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促

进中部崛起和服务国家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来看，要梳理好大运河河南段庞杂而

分散的文化资源，弄清文化“家底”。大运河流

经我省 9 个省辖市和 3 个直管县（市），核心区共

包括 40 个县（市、区），已探明的河道长度为 686

公里，遗产面积约 200 平方公里，沿线拥有世界

文化遗产 5 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9 处，

坐落着郑州、开封、洛阳、安阳四大古都和 7 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古闸、

古塔、古桥、古镇以及丰富的故事、传说、艺术与

民俗。我们要下大力气将这些庞大而分散的显

性与隐性文化资源进行发掘和盘存，形成涵盖

文字、图像、视频等权威、统一、动态的数据库，

把大运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提炼出来，为研

究、规划、监测、管理等工作奠定基石。在此基

础上，要用好大运河这个超级 IP，创新文化发展

模式，推动文化资源向文化生产力转化。

有文化学专家指出，智慧的古代人民为后人

勾勒出了一个“人”字：一撇是东西向的万里长城，

一捺是南北向的大运河，只不过，万里长城是静

态，而大运河则是动态。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蓄

积了千年文化势能的超级 IP。然而就目前看，同

长城相比，大运河的文化价值还远未得到真正发

挥。把大运河河南段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出来，

围绕运河 IP形成系列产品与服务，特别是加大对

大运河河南段的虚拟价值与形态开发，与讲好黄

河故事结合起来，传承好大运河河南段的文化基

因与内核，探索以大文化 IP为纽带，与特色小镇、

动漫影视、旅游产品等的有机融合，打造集生态

带、景观带、文化带和经济带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

群廊，一条尽览华夏文明、彰显中原文化的大运

河，必将以全新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6

□冯海宁

日前，中青校媒面向全国各地高校的 1622名大学生，

发起“大学生假期和父母相处情况”的调查。调查结果显

示，85.02%的大学生都曾有过假期被父母唠叨的经历，

47.23%的大学生尝试和父母沟通，希望增进相互理解。

无论是在外求学的学子还是在外工作的游子，绝大多数

人会选择回家陪父母过年。但是，不少年轻人对于回家面对

父母，既期待又担忧，比如适婚人群会面临催婚压力。即便是

非适婚年龄的大学生，也因为某些行为难入父母“法眼”而被

唠叨。学子也好游子也罢，对父母的“嫌弃”或者唠叨要予以

理解。两代人不仅思想观念存在很大差异，长时间分开生活

后行为习惯也会大不相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互相不认同

乃至矛盾摩擦就会在所难免。令人欣慰的是，近九成大学生

能够理解父母的苦心，32.27%的大学生曾尝试和父母交流，

32.64%的大学生认为父母说得有道理。年轻人的理解和行

动有助于避免与父母发生不愉快。不过，总会有一些年轻人

因为性格等方面的原因不满父母唠叨。

年轻人放假回家被父母唠叨其实是一种幸福。只有

父母才会唠叨自己孩子，其他人的唠叨，花钱也未必买得

到。即便父母唠叨的话不正确，年轻人也要理解并委婉沟

通，因为父母唠叨孩子根源是“爱之深”。如今，很多家庭

处于地理上的分割状态，即父母与孩子各自生活在不同地

区，平时难得一见，只有春节才能相聚。父母是日渐变老

的，还不排除疾病等意外情况，如果今天不珍惜父母唠叨，

将来或许会后悔莫及。唠叨是父母的一种沟通方式。年

轻人春节回家，有的人走亲访友，有的被手机“绑架”，真正

陪伴父母的时间很有限。另外，两代人沟通很难有共同语

言，一些父母唠叨孩子，并不是看孩子不顺眼，而是寻找各

种理由与孩子交流。

年轻人要读懂父母的唠叨，把这种唠叨视为父母爱

意的表达，看成是家庭教育的延续。虽然很多年轻人是

知识分子乃至高知分子，但某些基本生活习惯如晚上熬

夜、白天睡懒觉等，并不利于个人健康成长，父母唠叨是

一种必要的纠正。当然，为人父母者也要改变自己的唠

叨习惯。虽然唠叨是出于善意，但让孩子感觉到不适，效

果也许适得其反。所以，父母也要继续学习如何当父母，

对年轻人某些行为习惯要理解和包容，即使孩子的行为

超出容忍底线，父母也要简单委婉表达意见。

今年寒假，多数高校放假天数在三四十天，职场人群

春节放假七八天，无论是父母唠叨孩子，还是孩子听父母

唠叨，时间都很有限。被父母唠叨，真的很幸福。6

□吕志雄

春运进行时，飞机、高铁、普客、长途大巴

等立体交通系统，打通了 30亿人次的回家路。

然而，有一些旅客回家的路却很艰难，甚至不能

与家人一起过春节了。

日前，央视“今日说法”栏目连续两天以

《“丑陋”的旅客》为题，报道春运中出现的“奇

葩”人、“奇葩”事。有男子距发车仅一分钟前到

安检口，以赶车为由，不接受安检，当工作人员

阻止时，竟跳上闸机意图冲上站台乘车；有男子

上演了商业大片所描绘的“英雄壮举”，不买票

闯闸机，工作人员阻拦，一拳打过去，撂倒工作

人员，警察赶到站台将其带到办公室，一拳撂倒

警察；也有“讲理的”，没有买票，称有急事，我上

车补票，何以还要阻拦我，且对警察说，你们回

去吧，别浪费警力；也有“以情动人”的，说家里

有急事，买下午五点多的票，非要乘坐下午三点

多的车，与工作人员争吵，还对警察“打比喻”解

释；也有“依法办事”的，借口个人隐私，不接受

安检，质问工作人员、民警有什么权力检查其私

人物品……种种丑陋表演，最终让他们受到行

政拘留五日至十五日处罚，别说早点与家人团

聚了，怕这个春节都要换个地方过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与家人团聚，归心似

箭，是可以理解的，但归心不能变成不文明的借

口。从根本上说，这些人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

并凌驾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以个人急着要

回家为由，不买票，就是打乱了交通秩序与社会

规则；以个人隐私为借口，不接受安检，是置个

人的所谓权益于公共安全之上。人是社会的

人，人要在社会中得到自由，前提是必须遵守社

会的公序良俗，遵守法律法规。过分强调个人

的自由与权利，漠视公共秩序与法规法律，会造

成社会不公平与混乱，由此泛滥下去，每个人的

权益都得不到保障。试想，都不买票，蜂拥而

上，秩序何在？谁又能顺心舒适地完成回家之

旅？都不过安检，随便乘车，将带来多大安全隐

患？事实上，春运期间安检查获携带危险品的

旅客不只是一例。越不文明，回家的路越艰难

越漫长，从《“丑陋”的旅客》中看到的那些案例，

无论是被行政拘留五日，还是十五日，总之都比

依照规矩行事所用时间要多得多。

采用不文明行为想要快点回家，是南辕北

辙、缘木求鱼，根本不可能。文明是最快的回家路。

遵从秩序，遵守规矩，才能一路祥和、一路顺风、一

路欢乐，顺利抵达阖家团圆幸福的终点站。1

都不放心 6 漫画/李景山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行与中原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门峡分行已将其对债务人灵宝市博源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等46户享有的主债权、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担
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了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
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分行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22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折
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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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额（元）仅供参考，
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
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原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
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相关合同为准。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东方鼎盛大厦B座
联系人：李女士
电话：0371-6177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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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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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借款人名称

灵宝市博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门峡择成实业有限公司

灵宝市祥瑞种猪场

灵宝市鑫海实业有限公司

义马市金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龙新物贸有限公司

义马市力源物贸有限公司

河南九华纺织有限公司

渑池县创力音视商行

河南中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三门峡大丰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兴河石油设备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

灵宝市灵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孟成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三键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韶泉酒业有限公司

义马市金鹏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三门峡恩德林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义马金砂磨具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瑞亿实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鑫星商贸有限公司

三门峡科利恩铝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成义电器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腾顺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山西骏达木业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25926870.8

7840346.27

3000000

2675985.29

2973111.53

3000000

5000000

5968601.11

1371048.14

11971377.92

8000000

4500000

2833399.43

8000000

6000000

5000000

3378836.62

5000000

2700000

500000

21957021.4

1700000

141070.38

5000000

7780000

36910.18

63880480.2

2471443.08

3557653.94

30000000

担保情况

洛阳市申旭矿产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太白县宏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王学文、徐
建波、郭治民

太白县宏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郭治民、郭会民、貟顺生、王英桃、郭洪泽、尚泽
荣、付志强

灵宝市圣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赵建中、赵革明、田军良、田群芳

陕西博丰鑫盛商贸有限公司、河南铭鑫矿业有限公司、董虎民

义马墨龙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宋花庭、刑建国、李建军、张鹏

河南元隆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杜智卫、段华、李建军

河南博市电器有限公司、洛阳华名玻璃有限公司 、孙慧霞、张利堂、韩涛

三门峡市晶典钢化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刁井泉、雷金涛、雷苹粉、刘双峰、尚建让、
员建毅

渑池县金鑫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贺秋霞

河南中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三门峡天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机
器设备提供抵押，另外追加三门峡市春天置业有限公司、程建梁、程新民、王继东、
杨生军提供保证担保

三门峡金茂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三门峡西神泉路中段北侧30.81亩的土地/三
门峡金茂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三门峡西神泉路中段北侧 9932.75平方米的房
产提供抵押，另外追加贺乃忍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中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刘庆梅、苏玉东、王兢、杨春萍

三门峡富元果胶工业有限公司、刘庆梅、王兢、苏玉东、杨春萍

灵宝市乾鑫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李勤学、薛海草、薛建峰

河南轩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孟首吉

三门峡市东亚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李振晨

河南东方国陶酒业有限公司、徐玲玲、张登峰

河南东方国陶酒业有限公司、渑池县航宇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上官素梅、徐玲
玲、张登峰

义马市安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方桂玲、马玉祥、茹学伟、张建华

三门峡宝泰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杨继峰

义马小云磨料磨具有限责任公司、梁红涛、梁明晓、张鹤琴、张鑫

渑池县金鑫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刘武松、刘治辉、张奔

三门峡盛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冰、董亮亮、李娟、吕晓娟、王希东、王寅、虞洁

三门峡科利恩铝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提供抵押，另外追加三门峡市神州采石
有限责任公司、李振晨、李振霞、曲范旭、申树根提供保证担保

三门峡成义电器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和模具提供抵押,另外追加河南玖鼎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市万荣实业有限公司、姚沛忠、车玲环、三门峡紫藤实
业有限公司、车春霞、尹守义提供保证担保

闫镇海、灵宝市荣勃工贸有限公司、孙军慈

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林、李家祥、山西粟海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人民路以东棉花街以北 4亩商
业用地提供抵押，另外追加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林、李家祥、山
西粟海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拓吉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河东东街 8号鑫源服装城
共计3734.14平方米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另外追加李家林、李家祥、山西省运城
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序
号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合计

借款人名称

运城市鑫源福瑞特超市有限公司

三门峡吉元农林有限公司

三门峡博石矿业有限公司

渑池县航宇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大成牧歌农业有限公司

渑池县珠砚商贸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旭日果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方泰实业有限公司

渑池县奉达矿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旺德福商贸有限公司

灵宝市雪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河南通畅置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天赐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三门峡天一铝业有限公司

三门峡方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泛美元洲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运城市风信实业有限公司

运城市国丰商贸有限公司

山西省运城鑫源家私广场有限公
司

三门峡乙怡珠宝有限公司

三门峡泰瑞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

49999967.5

4493635.43

28500000

10182473

2000000

1500000

2000000

4356644.48

9000000

3996500

2665926.32

400000

9500000

2068485.97

14000000

7158850

1225010.35

125000000

316541.15

12077664.6

29923811

30000000

30000000

8000000

39850

640569516

担保情况

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粟海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林、李家祥

郭彩云名下位于店子乡白云崖村黄野组的 1400亩林权/陈天有名下位于店子乡
湾子村的888亩林权提供抵押，另外追加常虹、陈占锋、郭彩云、黄秋丽、孙松奇提
供保证担保

三门峡博石矿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另外追加匡江南、王毅伟提
供保证担保

渑池县金鑫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上官素梅、张宏星、张玉珍、张明才

渑池县金鑫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邵清理

渑池县金鑫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王春梅、李小红

山西乾得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空港经济开发区康杰北路36号
1835.62㎡的商业房产提供抵押，另外追加三门峡市旺鑫食品有限公司、李明、王
萍、李连杰提供保证担保

河南方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陕州区菜园乡工业园区的28.12亩工业用地/河
南方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陕州区菜园乡工业园区6983.67㎡的房产/河南方
泰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另外追加贾向东、秦玉平、田克全提供
保证担保

高改六、河南乾元过滤设备有限公司、宋奔、宋新中

董高玲、李建周、三门峡市华夏手机城、周冠增

灵宝市轩宇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吕金飞、吕金林、王慈爱、谢育开

河南通畅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义马市银杏路南侧，滨河路东侧的观澜国际2号
楼1-2层 3681.69平方米的商业房产的在建工程提供抵押，另外追加河南通畅商
贸有限公司、刘合强、刘合新、刘红霞提供保证担保

三门峡天赐铸造机械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提供抵押；另外追加三门峡天赐铸造
机械有限公司、李江涛、李红顺 、李红梅、李红伟提供保证担保

三门峡天一铝业有限公司名下10040.34平方米的房产提供抵押，另外追加蔡辉、
杨权胜提供保证担保

程传文、程金龙

三门峡炫彩空间家俱有限公司、刘江波、夏冰、徐博敏、王文权

运城市南风工业园鑫源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运临路以南499.84亩
的工业用地，另外追加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林、李家祥、李翠玲
提供保证担保

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河东东街 8号鑫源服装城
共计 2789.81平方米提供抵押，另外追加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
林、李家祥、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河东东街 8号鑫源服装城
2797.4平方米的商业房产，另外追加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林、
李家祥、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运城市河东东街 8号鑫源服装城
3829.24平方米的商业房产，另外追加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家林、
李家祥、山西省运城鑫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洛阳爱舍家居有限公司、洛阳鑫豪商贸有限公司、赵礼锋、茹安涛、赵小军、朱小
翠、张学铭、严苗刚

三门峡丰泽工贸有限公司、阴军民、张和平

根据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淇县鹤
淇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ZYYB-2019-06号的《债权转让协议》达成的债
权转让安排，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对担
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淇县鹤淇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淇县鹤淇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
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淇县鹤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
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
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淇县
鹤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8 年 4月
20日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原
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
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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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额（元）仅
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
相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淇
县鹤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
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
易合同为准。

地址：鹤壁市淇县人民路东段财政局
联系人：段素芳
电话：0392-7106026

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淇县鹤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22日

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淇县鹤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

鹤壁市豫光面粉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基准日

2018年 4月 20日

本金（元）

485,000,000.00

485,000,000.00

债权合计（元）

526,541,845.26

526,541,845.26

担保情况

抵押：鹤壁市豫光面粉有限公司名下
工业用地及房产，土地面积 181380.82
平方米，房产面积 31954.26平方米

保证：李永才、郭东安

根据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新乡市
经 济 投 资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ZYYB-2019-07号的《债权转让协议》达成的债
权转让安排，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
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对担
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新乡市
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
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

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
责任。

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 10月 1
日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原豫北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至实
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已垫付的
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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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额（元）仅供
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
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新乡
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
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
易合同为准。

地址：新乡市和平大道中段80号
联系人：吴 萍
电话：0373-3028852

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月22日

中原豫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新乡市经济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债务人

河南源泉电器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基准日

2018年 10月 1日

本金（元）

18,268,900.00

债权合计（元）

9,603,300.00

27,872,200.00

担保情况

新乡超能电源有限公司、河南太行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范煤玉、范宝海、范煤玉配偶
王志花、范宝海配偶张小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