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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加油干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对所持有的郑州纳威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2户，涉及本金及利息
等相关权益共计为人民币 46400700.50
元 ，其 中 本 金 41685115.80 元 、利 息
4715584.70 元，分布在河南省郑州地区。
资产明细表如右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
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
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体资

产组包处置，也有可能分拆组包或单户处
置。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的详细情
况请登录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
www.zyamc.net 或中原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网站：http://www.ccfaex.com查询，或
与以下交易联系人接洽查询。如有购买意
向，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并与我公司签订相
关保密协议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
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
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

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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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及其关联人参与
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人员有亲
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
洽。任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
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
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赵先生 0371-61779618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
街6号

邮编：4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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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371-61779622
监督管理部门：
河南省财政厅国有金融资本监管处
0371-65802225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0371-6969081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 12日

处置债权清单

序号 借款人名称 资产种类 所在地 基准日 本金余额 利息 借款合同编号

1 郑州纳威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债权 郑州 2019年 10月 21日 23,985,115.80 3,076,497.26 76002017280199

2 郑州盈高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 郑州 2019年 10月 21日 17,700,000.00 1,639,087.44 76252018280093

合计 41,685,115.80 4,715,584.70

单位：人民币/元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对所持有的禹州市双诚陶粒有限公司等
13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13户，涉及本金及利息等
相关权益共计为人民币 197466692.65 元，其
中本金 148850000.00 元、利息 48616692.65
元，分布在河南省禹州地区。资产明细表如右
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可能根据有
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
适当调整，既有可能对整体资产组包处置，也有
可能分拆组包或单户处置。如需了解有关本次
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中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zyamc.net
或中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
ccfaex.com查询，或与以下交易联系人接洽查
询。如有购买意向，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并与
我公司签订相关保密协议后，可查询具体项目
档案。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
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
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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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及其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上述人员有
亲属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
何对本处置项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
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赵先生 0371-61779618
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邮编：45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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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原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0371-61779622
监督管理部门：河南省财政厅国有金融资

本监管处 0371-65802225
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0371-6969081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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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禹州市双诚陶粒有限公司

禹州市灵发宾馆有限公司

禹州市信远铸造厂

禹州药王城药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恒通维配信息货运服务中心

禹州市澳德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禹州市三峰山面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天冠化工有限公司

禹州市丰源加油站

许昌祥泰珠宝有限公司

禹州市正发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禹州市林源木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云生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资产种类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债权

所在地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禹州

基准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2019年 12月 20日

本金余额（元）

5,500,000.00

19,000,000.00

7,000,000.00

34,980,000.00

11,990,000.00

4,990,000.00

8,000,000.00

4,800,000.00

5,000,000.00

19,950,000.00

4,791,000.00

2,899,000.00

19,950,000.00

148,850,000.00

利息（元）

2,224,530.00

7,969,809.00

1,365,280.00

10,770,000.00

4,607,118.20

1,839,546.60

1,721,656.00

1,948,748.73

3,101,000.00

4,380,296.00

1,118,600.96

1,795,460.16

5,774,647.00

48,616,692.65

担保情况

保证人：禹州市耀华陶瓷材料有限公司、孙志军、孙志伟、范振亭、孙晓龙、王新志、范长坡、赵高阳
抵押人：禹州市双诚陶粒有限公司

保证人：侯光伟、耿战峰
抵押人：禹州市灵发宾馆有限公司房产

保证人:禹州市宏诚机械配件有限公司、范端甫、刘照磊、刘向杰 抵押人:禹州市信远铸造厂

李现涛、马占铎、河南华中医药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马占铎、郑州永大置业有限公司、闫占
勇）

抵押物：禹州市恒通维配信息货运服务中心房产。杨俊峰、李玉萍

抵押人：陈伟、张雅、马占铎、河南中加生物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宋香荣、白洁

保证人：禹州市和汇超硬材料有限公司、安俊峰、安俊伟、樊永峰、郑彩霞、杨秋敏、安明晓 ；抵押人：禹
州市三峰山面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刘丹丹、马超锋、禹州市锦丰鞋业有限公司（李自领、朱满华）、禹州市艺芳机械有限公司（陈燕
燕、曹高鹏）抵押人：韩光灿、刘真真、肖佳佳、朱军霞

抵押人：高春来、禹州市丰之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赵龙朝、高旦旦、赵艳丽)

保证人：郑宏伟、许昌恒信德益包装有限公司、孙桂荣、叶明振、禹州市中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葛拴领

抵押物：禹州市林源木业有限公司厂房及机器设备。法人：陈明光，股东：李爱霞,实际控制人：孙朋帅

保证人：禹州市锦丰鞋业有限公司、郝飒、李自领、朱满华；抵押人：禹州市云生贸易有限公司 林权证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禹州市双诚陶粒有限公司等13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郑州纳威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本报记者 陈学桦 马愿

“任何人不得随意出村，确因要事
必须外出的，须先行登记，回来后全家
隔离14天。”2月8日一大早，沁阳市王
曲乡南孔村党支部书记张太平照例通
过大喇叭劝阻村民。

自我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应急响应以来，从城市到乡村逐
步实行了出行限制，严格的管控措施给
村民部分生产生活按下了“暂停键”。
近两周过去了，“暂停键”下，这个小村
里的状态如何？

南孔村村口的集中售卖点，村民们
正在购买蔬菜、面粉等生活物资，严格
的管控似乎并没有引起大家恐慌，反而
给了他们更多的安全感。

张太平说，“一级应急响应”启动

以来，村里不仅保证了村民的生活稳
定，也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很多村民主
动加入到防疫中来。

街上冷冷清清，而村民马云鹏家里
却热闹非凡。一台小音响，一个麦克
风，一部手机，就有了家庭版KTV，全
家轮流演唱。

村民们除了用娱乐打发时间，还利
用这段时间提升自己。喜欢美食的在
潜心研究新菜谱，学生们利用线上教学
资源刻苦学习……他们正在努力把日
子过得更加丰富而充实。

虽然疫情形势严峻，
但没有影响村民生产的
积极性，他们戴着口罩
在地里播种、施肥、松
土……辛勤地耕耘着，期
盼能有好收成。③4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特殊时
期，不少人的一蔬一饭、一茶一饮都
离不开快递“小哥”帮忙。当前，我
省快递企业开启了复工模式，各大
快递公司加大马力消化假期存量，
处理增量，“流动性”在加速。

市民们在感叹方便的同时也有
一份隐忧，快递是否会传播病毒？
快递运输过程中如何做好防疫？2
月11日，记者带着公众的疑虑，采访
了郑州市部分快递企业和省邮政管
理部门。

“无接触配送”成主流

“您好，我是顺丰快递，您的书
到了，放小区门口快递柜了，别忘了
来取！”2月 11日，在郑州市航海路
866 号院，顺丰“小哥”曹朋祥把 20
余个小件放进了丰巢，又将几个大
件放在大门口的空地上，后退两米

待人来取。他说，特殊时期，公司要
求“无接触配送”，不进小区、不能入
户，工作效率比原来低了些，但是彼
此更安全了。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局长林虎
介绍，当前我省邮政管理部门坚
持统筹疫情防控与保障民生相结
合 ，有 力 有 序 支 持 快 递 企 业 复
工。“要求快递企业疫情防控物资
装备和物品充足，从业人员每日
检测体温、佩戴口罩上岗。”林虎说，
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接触感染
风险，“无接触配送”成为当前的
主流。

全流程消毒不留“死角”

“嘀——”“36.5℃，体温正常。”2
月 11日，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郑州
市分公司叠翠园揽投部，负责人李
庭锋逐一为投递员测量体温、全身

消毒，出发前还给每一辆小绿车及
车内邮件消毒。

“从寄出到送达，每个环节都要
实施严格消毒。”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河南省分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根
据省邮政管理局的要求，公司针对
员工、邮车、邮件等制定了严格的消
毒流程。“分拨中心定时消毒，运转
途中整车消毒，投递站点每天消毒
两次，运送周期的每个环节不留死
角。”该公司负责人说。

快递包装箱等很难成为病毒传
播的载体。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
席专家张流波曾表示，到目前为止
没有明确证据证明病毒通过快递传
播。河南省疾控中心相关专家表
示，只要双方做好防护，快递可以接
收，他也提醒，快递外包装尽量不要
带回室内，拆完快递后要做好手部
消毒。

“延时达”将短期持续

快递企业已经复工，寄收快递
是否可以“一路畅通”了？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
处长赵泽辉说，当前省内大部分快
递公司已复工，但整体运力还未达
到日常水平。“9000 多个网点中有
1100 余个实现正常营业，7万名快
递从业人员到岗 1.5 万人。”赵泽辉
说，在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关键
时期，快递行业开工不能搞“大水漫
灌”，需要科学有序进行。

当前省内各个快递公司在营业
环节上，优先保障医疗物资、米面粮
油等民生物资的邮寄和派送。赵泽
辉说，大家请放心，当前运力基本可
以保障民生必需品配送，受各地疫
情防控限制，快递“延时达”可能还
会短期持续。③5

□新华社记者 白阳 刘开雄 董瑞丰

伴随着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
施，重要国计民生领域已复工复
产。记者在2月 11日举行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我国正多措并举，千方百计保口
罩等紧缺物资生产，扩大中小微企
业稳岗返还政策的受益面，确保疫
情防控下的复工复产安全有序。

在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
秘书长丛亮介绍，全国 22个重点省
份的最新数据显示，口罩企业复工
率已超过 76%，防护服企业复工率
为 77%，重点监测的粮食生产、加工
企业复工率为 94.6%，电力、天然气
和成品油供应充足，民航、铁路、水

运运输网络正常运营。
针对复工复产可能存在疫情进

一步扩散传播的潜在风险，有关部
门要求通过多种方式，确保复工复
产安全有序。

采用错峰上班、弹性工作制，降
低工作场所人员密度；企业配备消
毒液、体温枪等物资，为职工配发口
罩等防护用品……一系列防疫要求
层层压实。

丛亮强调，重要国计民生领域
要立即复工复产，重大项目要及时
返岗、尽早开工，其他不具备条件的
企业可暂不开工，疫情高发地区和
非紧迫岗位可适当延期返程。

税费减免、金融支持、房租补
贴……各项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的政策举措正在不断推出，包括重
点关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以及疫
区劳动者，保持就业局势的总体稳
定，引导农民工有序返岗复工，优化
高校毕业生在线办理服务，加大线
上招聘力度等。

“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
超过参保职工总数20%的，可以申请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
企业在停工期间组织职工参加线上线
下培训的，可纳入现有补贴类培训范
围；对已发放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借款
人患新冠肺炎的，可申请最长不超过
一年的展期还款并继续给予贴息。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徐
亚华强调，要阻断的是病毒传播渠

道，不能断的是公路交通网络、应急
运输绿色通道、必要的群众生产生
活物资运输通道。

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各地对
防护物资的需求急剧增长，尤其是
口罩仍面临较大缺口。

面对供需之间的“硬缺口”，国
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晓
理表示，要尽快实现满负荷生产，对
有扩大生产需求的企业，安排中央
预算内投资予以支持，争取新增产
能能够早日达产，支持有条件的企
业加快办理有关资质、尽快实现转
产。同时还要从需求端想办法，向
全社会倡导按需使用、按功能使用
口罩，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浪费。

(据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一级应急响应”下的小村图景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召开

确保复工复产安全有序

“无接触配送”、全流程消毒、“延时达”……

我省快递企业开启有序复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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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1 日，
河南富达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卢
氏 明 达 分 公
司工作人员

在检查高压电
杆接地情况，为

当地企业复工做
好电力保障工作。
⑨3 聂金锋 摄

◀2月 9日，伊川县洛阳龙鼎铝
业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忙碌生产。
该公司生产平稳，各种药品、食品包
装铝箔产量每天达 200 余吨。⑨3
高山岳 张安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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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是重中之重，打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事关全局。

“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在地坛医院远

程诊疗中心主持召开视频会议，深刻指出湖北和武汉是疫情防控的

重中之重，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胜之地，突出强调当前湖北和

武汉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要采取更大的力度、更果断的措施，坚

决把疫情扩散蔓延势头遏制住，并对湖北和武汉疫情防控工作提出

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语、明确的要求，为我们集中力

量加强重点地区疫情防控指明了努力方向，鼓舞和激励着广大医务

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条战线的同志们继续英勇奋战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坚决夺取这场严峻斗争的全面胜利。

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牵挂湖

北和武汉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强调湖北省要把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并对湖北和武汉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作出部署安排。党中央派中央指导组到武汉，全面加强疫情防

控第一线工作的指导，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并肩作战。这次

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视频连线湖北

武汉抗击肺炎疫情前线，给全国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工

作者和广大干部职工送去党中央的关怀和慰问。湖北特别是武

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坚定信心、顾全大

局、自觉行动、顽强斗争，做了大量艰苦工作，付出了巨大努力，

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疫情发生以后，全国各地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各地区前

往湖北和武汉支援的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各

方面人员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闻令而动，坚

忍不拔，不怕牺牲，攻坚克难。从除夕夜星夜驰援，到元宵节紧急

集结，全国各地一批批医务人员奔赴、奋战武汉一线；数十家单位

紧密配合、全国各地建设力量迅速汇聚，短时间内建好武汉火神

山、雷神山医院；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各省份全力支持湖北各地市

加强病人救治、疫情防控工作；军队保证医疗物资和人员有效投

送，抽组大量医护人员奔赴疫情防控最前线。力量向湖北、向武

汉集结，资源向湖北、向武汉倾斜，全国人民与湖北人民、武汉人

民同舟共济，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

稳住了湖北和武汉疫情，就稳住了全国大局。要坚定不移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坚

决做到应收尽收，全力做好救治工作，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加强

舆论引导，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指挥，在决胜之地坚决打赢这

场阻击战。现在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状态，广大医务工作者

一定要坚持下去，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发挥火线

上的中流砥柱作用，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

位，全力以赴救治患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他们，大力宣

传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生活、安全、人

文关怀都要保障到位。

“武汉加油！”“湖北，我们来了！”“一起抗，一起扛！”我们见

证着全国上下守望相助的力量，见证着亿万人民不怕任何困难

的勇气。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

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艰难险阻压垮过。只要我们同心协力、英

勇奋斗、共克时艰，就一定能决胜武汉、决胜湖北、决胜全国，取

得疫情防控斗争的全面胜利。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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