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版│072020年8月31日 星期一

●● ●● ●●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鲁山县鲁尧

旅游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达成

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鲁山县虹美贸易广场等 19户债务人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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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转让给了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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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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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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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1日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1

2

3

4

5

6

债务人

鲁山县虹美贸易
广场

鲁山县珠江国际
酒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红华电
器有限公司

河南亿铭商贸有
限公司

平顶山天元一品
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康医药
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9,999,998.00

18,000,000.00

12,000,000.00

10,0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0

3,977,319.65

3,497,242.29

4,999,904.16

4,998,908.00

截至2020年4月
27日所欠利息及

罚息金额

2,339098.72

15,816,600.00

11,095,200.00

9,800,833.33

2,940,250.00

14,701,250.00

1,491,169.60

1,247,779.70

417,260.35

2,432,546.96

担保信息

抵押：鲁山县虹美宾馆名
下位于鲁山县人民路中段
路北的房产及土地，建筑
面积：2002.5平方米；
保证：鲁山县虹美宾馆、鲁
山县绿城实业有限公司、
武延硕、张丰羽、张建民、
武二涛

抵押：鲁山县县城花园路
中段路西，建筑面积：
3479.45平方米，鲁平大道
与墨公路交叉口（阳光花
园），建筑面积：346.58平
方米；
保证：李山岭、吴帅；马召
锋、石燕春、邓鹏飞

保证：平顶山市绿韵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绿韵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李山岭、吕耀武、李献
军、李山坡、郑小宾、吴帅、
马召锋、邓鹏飞、赵新英、
石燕春、董红霞

保证：平顶山市澜博商贸
有限公司、河南亿铭商贸
有限公司、赵其峰、李向
丽、李向春、王松坡、张仁
显、陈晓勇。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平顶山
市红华电器有限公司、陈
晓勇、张仁显、赵其峰、李
向丽

保证：平顶山市艾特机械
有限公司、鲁山县尧山天
龙池景区有限公司、石信
昌张少一、高建国

保证：平顶山市亚方商砼
有限公司、鲁山县彩云烟
花爆竹有限公司、杜长征、
杜俊仪、杜刚太、邢花蕊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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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付给鲁山县鲁尧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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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鲁山

县鲁尧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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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山县鲁尧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鲁山县花园路与望城路交叉口

西100米

联系人：胡先生

电话：0375-5077779

债权明细清单附后

序
号

7

8

9

10

11

12

13

14

债务人

鲁山县六合顺
养殖有限公司

鲁山县万通通
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晶鑫
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

鲁山县泰祥新
型墙体材料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金泽
电器有限公司

鲁山县万华皮
件有限公司

河南方圆炭素
集团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鲁山
瑞星炭素材料

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2,000,000.00

2,999,900.00

2,000,000.00

2,999,933.56

3,499,994.50

4,993,909.45

6,999,706.41

10,000,000.00

587,881.66

550,000.00

4,999,067.59

4,000,000.00

249,045.40

250,000.00

4,998,306.10

截至2020年4
月27日所欠利
息及罚息金额

988,662.61

1,499,810.97

1,000,312.50

2,690,047.86

2,868,050.02

1,500,604.12

1,783,044.75

6,976,520.84

309,680.61

284,441.80

3,141,192.46

2,680,155.41

110,270.23

110,683.47

1,681,197.08

担保信息

保证：平顶山市嘉利实业有
限公司、叶晓娜、刘燕、叶孟
钢、王离淮、卢杰、孙素丹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沈玉现、张春
杰、李亮亮

保证：鲁山县万通通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航星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李中伟、
胡丽丽、梁建生、沈玉现

保证：鲁山县万通通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袁晓、陈宝玉、
王红亮、沈玉现、郭九洲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河南天合重
工实业有限公司、河南金泽
电器有限公司、陈洪涛、陈新
涛、刘松荣、娄建颖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鲁山县中盛工贸
有限公司、武妹平、李政桦

保证：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
素材料有限公司、肖伟、石
欣、张新红、李健伟

保证：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素
材料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鲁山
瑞星炭素材料有限公司、肖
伟、石欣、张新红、刘鸿昌

保证：平顶山市中小企业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石欣、张新
红、李健伟

保证：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
素材料有限公司、肖伟、石
欣、张新红、李健伟

保证：平顶山市鲁山亚星炭
素材料有限公司、河南方圆
炭素集团有限公司、肖伟、石
欣、李书利、刘鸿昌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鲁山新兴炉
衬材料有限公司、李书利、刘
鸿昌、杨亚中

序
号

15

16

17

18

19

合计

债务人

平顶山市鲁山
亚星炭素材料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路平
工贸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润鑫
纺织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航星
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民生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

1,350,000.00

450,000.00

9,000,000.00

1,789,825.75

8,000,000.00

4,174,550.00

4,901,816.02

210,000.00

100,000.00

5,15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5,000,000.00

177,327,308.54

截至2020年4
月27日所欠利
息及罚息金额

648,470.90

216,156.62

4,433,141.25

1,037,712.97

5,314,690.00

2,779,573.61

3,473,126.32

87,102.35

41,499.13

2,159,350.88

124,497.13

124,495.24

3,997,500.00

114,343,979.79

担保信息

保证：河南方圆炭素集团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瑞星炭素
材料有限公司、肖伟、徐晓
红、石欣、刘鸿昌

保证：亚星名下位于鲁山县
城东五里堡6号院的17套
房产及土地，建筑面积
9010.08平方米，肖伟、徐晓
红、李健伟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李笑涵、高磊
媛及李建伟、石玉梅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张艳杰、杨慧省

保证：平顶山市亚方商砼有限
公司、张艳杰、杨慧省、杜刚太
保证：河南省正康医药有限
公司、张艳杰、杨慧省、杜俊
仪、杜长征

保证：河南方圆炭素集团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晶鑫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李中伟、胡丽丽、李笑怡、
梁建生、刘秀峰、石欣、孙艳。

保证：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河南方圆炭
素集团有限公司、平顶山市
晶鑫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保证担保，另追加李中伟、石
欣、孙艳、胡丽丽、李笑怡、梁
建生、刘秀峰

抵押：民生房地产公司名下位
于鲁山县鲁阳办事处西穆路
南段西侧的土地及地上建筑
文博尊邸1号楼、2号楼及3
号楼-1层及1层商业，面积
9368.9平方米；
保证：刘攀超、武晓飞、王文政

推进全域创建 增强百姓获得感

洛阳高新区悉心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田宜龙 王思臣

文明，是一座城市的内在气质，更是城市居
民的幸福底色。

今年以来，洛阳高新区围绕“为民、利民、惠
民”的总要求，开展全域创建，全力推进洛阳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擦亮城市名片，城市形
象更加靓丽，城市文明蔚然成风，辖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大大提升。

齐抓共管 打造城区好环境

每隔 24小时,洛阳高新区就会举办一次特
殊的“通报会”,通报的内容,是区创建办暗访组
收集的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绿化养护、文明出
行、黄土裸露、车辆停放等问题。通报完毕,有
关部门和乡镇(街道)负责人当场认领责任,并作
出限期整改承诺。

抓细抓小,直面问题红红脸、出出汗,是洛
阳高新区文明创建工作中的一个缩影。

文明城市创建不是一项单一的工作，体现
了对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综合考量，需要统筹
考虑、协调推进。洛阳高新区 8月初成立了以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为指挥长，各责任
单位一把手为成员的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
班，建立了常态化创建长效机制，形成“上下联
创、城乡联动、条块联合”的工作格局。

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洛阳高新区坚
持突破难点，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大
力开展居民小区综合提升、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车辆停放集中规范三项专项治理活动；坚持提
高标准，推行四个统一。统一规范小区公益广
告宣传栏、统一规范小区便民服务栏、统一规范

“四官”服务进社区公示牌、统一规范各楼栋口
的小区公告栏。组织纪工委、综合执法局两支
巡查督导队伍，双班督查，限期整改，跟踪落实。

创建任务分包。县级领导按片分包，每个
乡镇（街道）办由 2名县级干部双班制负责；点
位三级分包，全区 41个点位均由县级领导、科
级干部和具体工作人员 3级责任人分包，任务
到人、责任到人；老旧小区分包，全员上阵，机关
工作人员全部下沉，分包老旧小区，协助乡镇
（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开展创建工作。

工作层层推进。人手一本测评手册，每个
行业召开现场会，每天分包领导督导，每天所有
点位全查，每天问题通报曝光，每天盘点问题台
账，每天纪工委和创建办全域督查，每天一个碰

头会，每天一个工作总结。

同心协力 文明创建常态化

“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健
身步道、游乐设施啥都有，乱丢垃圾的少了，随意
遛狗的也没有了，小区里还有志愿者服务队伍上
门服务，帮我解决了不少难题呢！”清晨，正在周
山森林公园晨练的居民王哲感慨万千。他说，每
天亲历着周围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心情好极了。

为更好改善城区环境，推动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高质量完成，今年以来，洛阳高新区制定和
完善了文明城市创建工作领导分包工作制、洛
阳高新区 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
机制等制度，明确第一责任人职责，形成日常工
作督查与专项工作督查相结合的常态化创建督
查体系，建立了创建工作指挥群，制作工作通报
29期，印发整改通知30期，实现了随时调度、全
员调度、全方位调度。

洛阳高新区以问题为导向，聚焦文明城市
创建中的短板，从群众关心的问题抓，从群众反

映强烈的问题改，补足文明城市创建中的薄弱
环节。

个人文明一小步，社会文明一大步。
洛阳高新区坚持志愿服务贴近百姓、服务

百姓的基本准则，广泛开展志愿者服务进社区
活动，敬老爱老、道德培育、社会治理等一系列
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文明新风拂遍洛阳高新区
大街小巷每一处角落。

自8月以来，洛阳高新区组建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专班，创建工作涉及的12个重点部门
按照责任分工，每天推进上报工作进展情况，交
流发现问题，积极参加重点区域集中现场工作会
商，形成了日报告、日调度、日会商工作格局。形
成“上下联创、城乡联动、条块联合”的工作格
局。城建、执法、市场监管、交管等重点执法部门
将工作力量下沉一线，配合街镇、社区推进基层
创建，形成了全区共创共建文明城市的热潮。

城乡同频 让百姓满意受惠

“去年高新区对干涸的甘泉河进行了治理，

建成了水清岸绿、风景宜人的甘泉河湿地公园，
就像住进了花园一样！”家住丰鑫社区的居民李
铭指着附近他家的楼房自豪地说，城市居民文
明程度的提升，得益于洛阳高新区各部门共治、
共建、共管的决心。

洛阳高新区位于城市主城区的西南部，整
体属于城乡接合区域，城市建设底子薄，发展不
平衡。全区 56个村居中只有 5个是城市社区。
外来人口多，流动人口多，城中村、老旧小区多，
管理难度大。

近年来,洛阳高新区按照“三区融合”发展
的总体部署,把文明创建的触角从城市延伸到
乡镇,城乡同频共创，让越来越多的居民享受到
了文明的“红利”。

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洛阳高新区
对照文明创建标准,持续深化乡风文明提升行
动,破除陈规陋习、推进移风易俗,全面提升乡
镇文明水平。区创建办积极与文明办等单位联
手,把文明创建工作与平安乡镇、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文明根基，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城乡同频，共创文明。如今，文明创建早已
转化为居民的自觉行动，在洛阳高新区城乡大
地蔚然成风。

丰李镇推动全社会形成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的共识，尹屯、丰李等村普遍建成
了家风家训馆，用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精髓滋养
民众心灵。

徐家营街道丰润路社区将居民平时分享的
家训家规、参加的家风活动以积分形式存入“家
风银行”，鼓励居民用文明行为“支取”社区便民
服务。

辛店街道连年开展“好婆媳”评选表彰，倡
导和谐文明的家庭关系，得到了新闻媒体和社
会各界的广泛点赞。

洛阳高新区文明办举办网上文明家庭评选
活动，以爱心故事、孝老爱亲的榜样力量为切入
点,传播文明,引领风尚，营造崇德向善的氛围。

“不断用文明创建提升城市品位,让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和满意度。”洛阳高新区党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副主任付晓毅说,全域化推进文明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名片就会越擦越亮。

长垣市蒲东街道党工委持续推进新型亲清
政商关系，服务好落地项目以及企业，通过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成立以街
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的落实“中梗阻”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破解“堵点”“痛点”；优化便
民服务中心政务环境，加强人员培训，规范服务
流程，不断提高“一次办成”效率；充分发挥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作用，建立亲清瞭望台，组建亲
清观察员队伍，加大对营商环境的监督；同时，大
力开展走访企业、领导干部遍访企业活动，对辖
区内个体工商户进行走访，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难
题。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企业真正感受到

“家”的温暖，片区吸引力越来越强，创业创新氛
围愈加浓厚。 （贾江波 宋君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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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对如何精准落实监
督责任还比较模糊，工作程序也不
够系统、全面。自‘小白本’推行以
来，看册知责，不仅提高了工作效
率，而且使监督更加精准、有效。”
日前，许昌魏都区纪委监委第十四
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张迎良深有
感触地说。他口中的“小白本”，正
是今年该区纪委监委制定下发的
《魏都区纪委监委派驻（派出）机构
监督工作纪实手册》，该手册围绕

抓政治建设、抓制度落实、抓宣传
教育、抓督导检查、抓信访稳定、抓
案件查办等方面，分季度、按年度
细化了目标任务，为全区派驻（派
出）纪检监察机构履职明规范、立
规矩。同时，魏都区还探索实施考
核细则，将考核结果与干部任免、
薪酬、奖惩等挂钩，切实以问题导
向和倒逼机制，推动派驻（派出）监
督责任落到实处。

（姚广涛）

长垣市发改委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充分发挥纪
检监督作用，改善工作作风，服务保障企业健康发展。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制订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
案、促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和服务企业“五个
无”制度机制，促进民间有效投资。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在行政管理事项中加快使用信用记录和信用报告，归集
上传信用信息，建立信用联合奖惩工作机制。简化办事
程序，推行登记电子化、“证照分离”改革，政府服务事项
网上可办率达到100%，努力把“最多跑一次”提升为“一
次不用跑”，按照“要件把关、容缺办理、并联审批、承诺
审批”原则，优化审批流程，减少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
限，持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常美芳）

“当前我县储备粮有多少万吨？”“防汛物资
准备得怎么样？”近日，清丰县纪委监委驻县发改
委纪检监察组深入县粮食和物资储备中心就粮
食安全保障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该县纪委监委
立足监督职责定位，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
置，认真抓好稳农业是实现“六稳”的基础、保障
粮食安全是“六保”的重要内容，精准把握监督要

点，及时校准监督“探头”，深入一线对粮食流通
环节的监管、粮食储备企业台账及防汛物资准备
等有关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促县粮食
部门积极履行好监管责任，扛稳粮食安全重任，
扎实做好粮食储备及应急物资安全管理工作。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全县粮食安全监督检查力
度，确保粮食安全保障措施落地见效。（刘红杰）

近日，封丘县陈桥镇司庄卫生院纪检监察领
导小组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召开反腐正风肃
纪工作会议，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方针落实到
正风肃纪反腐各方面。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干部
职工在工作中要严防死守，拒绝诱惑，把反腐作
为一项长久的自我约束，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院纪检监察领导小组要严格落实反

腐制度，明确权力边界和运行规则，强化对生活
作风、工作作风监督力度，对腐败行为发现一例，
严肃处置一例，让全体党员干部职工不敢腐害怕
腐；定时开展整风肃纪活动，把反腐精神深入贯
彻人心，让反腐成为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对拉
拢腐蚀干部职工的交易链企业及个人，发现一例
要铁腕处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 (王伟 高燕)

近日，在舞钢市寺坡街道、交
通运输局等地，数场廉政画展相继
开场，一幅幅生动的书画作品引来
不少党员群众前来欣赏。今年以
来，舞钢市纪委监委通过举行廉政
书画展览、拍摄廉政微视频、组织
廉政文艺汇演、家书诵读等活动，
不断延伸廉政文化触角，广泛培育
廉洁文化之花，让廉政文化进一步
从“文件”走向“文艺”、从“会场”走

向“广场”、从“参观”走向“参与”，
促使党员干部进一步提升廉洁意
识，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该市
纪委监委组建纪检监察系统文艺
创作队伍，先后创作并推出《崩
塌》《红线》《好媳妇》等廉政题材文
艺作品，通过社区、村文化广场演
出，起到传播廉政文化、倡导廉洁
新风的效果，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
氛围。 （高源）

用好派驻“小白本” 发挥监督大能量

倡廉政文化 吹清廉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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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 强化正风肃纪反腐工作

“一定要规规矩矩，清清白白，勤勤恳恳，走好自己的
人生路。”“希望你继续保持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清正廉
洁守纪律，忠诚本分干工作。”翻开台前县纪委监委编印的
《纪检监察干部廉政亲情寄语汇编》，一条条寄语无声地滋
润着纪检监察干部的心田。为加强纪检监察干部廉洁家
庭建设，助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该县纪
委监委在全县纪检监察干部中开展廉政亲情寄语征集活
动，将征集到的140余条寄语汇编成册，发放到纪检监察
干部手中，时刻激励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严守“底线”。“亲
人发自肺腑的关怀和警醒就像一道温情的紧箍，我们要牢
记家人的叮嘱，时刻不忘廉洁从政、规范用权，踏踏实实走
好人生每一步。”该县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说。 （丁霞）

发挥纪检监督作用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亲情寄语助廉洁

居民在舒适的环境里健身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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