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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乡愁”里安家
——万科·美景世玠刻在梧桐深处的匠心

□冯长海

从“不忘初心”的主题教

育，到“记住乡愁”的城乡建设，

到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每一步

是建设者肩上的责任与匠心，

每一步都是以“尊重”为出发点

的构思与实践。大到横贯东西

的长江经济建设带和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到

国家核心城市的规划建设，小

到城乡的具体项目，乃至每一

个企业家、经营者，或岗位上的

劳动者，如何让美好生活从历

史长河里发芽，就成为时代命

题、成为建设方向。

让历史的心声在新时代展现

2013年 12月 12日至 13日召开的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
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
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

对万科·美景世玠这个位居郑州主
城核心区的项目来讲，它的建设，就是
为郑州筑造一个，让中原人在新时代记
住“乡愁”的人文家园。

郑州，位居九州之中，在中国城市
高速发展的今天，它的建设开展得如火
如荼。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城市框架也
在不断拉大，从三环到四环，再到五环；
从高速公路到“米”字高铁，再到四通八
达的地铁；从郑欧班列到“买全球卖全
球”，再到郑州到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
路”东起点。郑州的变化让人应接不
暇，但，它的根，在诞生百年之久的火车

站，在助推共和国半个世纪纺织发展的
郑纺机。

2016年 7月 8日，万科·美景世玠
正是看到了郑纺机这块土地的厚重底
蕴，才将目光锁定在这里，拿下了承载
几代人在此持续耕耘过的土地，并在建
设高品质住宅项目的同时，以“不忘初
心”为责任，以“记住乡愁”为原点，展示
了其作为“美好生活场景师”“和谐生态
建设者”的企业担当。

翻阅一座城市，最主要就是在历史
长河里与它对话！

一晃四年过去，当你和业主走进这
里，瞬间会被历经70多年风雨洗礼，承
载郑州人记忆的两座苏式小洋楼吸
引。它们在巨大梧桐树荫中静静矗立，
仿佛在诉说着，从上世纪中期郑纺机建
厂，到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时光轮转；仿
佛在守护着，从改革开放以来，郑州从

“绿城”到“国际商都”的角色变换。
如今，都在“一轴两道三用”的景观

体系中，进行了符合新时代审美的整合

塑造，通过对户型产品、精细装修等元
素的反复打磨，开启了城市生态项目的
新里程。

让回家的脚步在时空里穿梭

据介绍，为了最大程度尊重原郑纺
机这块土地，尊重此处梧桐树上寄托的
郑州人的情感，万科·美景世玠采用了
森林造景法，将项目中的梧桐树与建
筑、绿化重新做了适应性的完善。

从坐北朝南的大门回家，即刻映入
眼帘的，是金属仿铜包边的印度进口海
蓝宝光面石材，以及幻彩灰麻石材烧面
建造的项目标志墙体，与大堂里各种材
质组合成的过厅，搭配出层次分明的空
间，搭配出厚而不沉闷、灰而能通透的
视觉感受，掀开了整个项目的归家礼
序。

经过人脸识别以后信步而入，脚下
是将石材架空处理铺就的人行道，石材

下暗藏灯带，灯光从石材拼接的缝隙中
透出，恍如在历史缝隙里穿越；在精细
化施工的石材步道两边，是两排直径
28厘米以上的银杏树，人行其中，扑面
而来的金色树叶，瞬间点亮了整个社区
的色彩，特别是在颜色单调的冬季，不
失是一种带有震撼力的景观展示。

行三五十步，在 9棵银杏树阵列前
面，是一条用水槽塑造而成的时间轴
线，南端是用年月作为刻度制成的年
轮，平躺在地面的造型中，上面的指针
停留在郑纺机建厂的 1949年 11月；北
端是一个纺织锤造型雕塑，在树荫的晃
动下，浏览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其间夹杂着乌桕树，和 30年以上
的红枫，颇有“红叶题诗”的浪漫画意，
只不过作者是暖暖的阳光，写下的是新
时代的故事。

再往前就是森林感最强的园区设计，
从东向西依次有乌桕树林、榉树林、银杏
树林、梧桐树林，在清风经过时，最容易让
人浮想联翩的，是风过梧桐树梢的声音。

因为这时候，在高大的梧桐树上，还有青
黄交织的树叶，风中的瑟瑟私语，仿佛将
人带回到当年热火朝天的劳动中。

七十年前，梧桐树刚种下的那一
刻，树下走过的是建设新中国的工人大
哥和他们的孩子，在晨阳晚风中创造着
属于他们的时代辉煌；七十年后，参天
梧桐树的树荫下，缓缓走来的是奔向美
好生活的新业主，和他们的孩子，在春
秋交替中展示着属于他们的欢声笑语。

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曾经说过“建筑
是凝固的音乐”。在万科·美景世玠的
人文世界里，园区是不同建筑组成的合
唱团，共同奏响了生活的美好乐章。

让品质的细节凝成标尺

什么叫骨子的尊重？就是在人所
不经意的细节上，按照行业自我工匠精
神进行完善，然后将这种完善以令人惊
叹的方式予以呈现，让每个发现其中奥

秘的人，发出会心的一笑！
万科·美景世玠就是用这样的“初

心尊重”营造了品质细节的步步用心、
层层瞩目。从景观礼序上，融合了东方
文化的内敛，留住了郑纺机的记忆；从
入家品质上，体现了细节追求的至臻，
展示了标尺的意义。

入户玄关的消音门锁、防撞条、感
应照明、360度旋转鞋架、钥匙小挂钩、
一键离回家模式、数字可视对讲系统等
诸多细节，让人倍感实用，又体现“精”
字匠心。

让人不经意震撼的是入门玄关地
面，这里将真正的玉石进行精细化雕
刻，和石材、铜条进行严丝合缝的镶嵌，
在进门的尺寸之地，产生出了令人不易
觉察的尊崇仪式感。

餐客布局则打破了传统厨房的封闭
性处理，将面向客厅的厨房墙面做了活
动开拉式设计，做饭时候拉严，与客厅形
成区隔；休闲时拉开，无形中扩展了客厅
的使用空间；半透明的推拉格栅，可以一
眼看到德国柏丽橱柜、意大利斯麦格品
牌厨电、能率热水器，让烟熏火燎的“厨
房”变成了精致生活的展示地。

再看客厅地板的拼花，又体现了装
修交付的“选”字秘诀。在施工前，先将
材料按照颜色、花纹的类似程度进行分
类挑选、标号，然后再铺装，最终形成的
统一协调性非常强。还有卫生间的杜拉
维特卫浴用品、德国汉斯格雅喷淋，和全
屋除霾新风系统、末端直饮水系统，每一
点，都变成了让业主归家的加分项。

面对万科·美景世玠采用的高端住
宅精工 3.0系统，4大安全保障、8大智
能科技、19项健康主张、27项舒适之道
和 21项的精工品质，不得不说一句题
外话，其实有匠心的设计，更需要懂他
用心的人来欣赏，这样才能看到真正为
产品付出的匠心美感，才能让人从盲目
的品牌崇拜错觉中走出来，看到真正的
品质所在。

正如其名所示：玠者，古帝王诸侯
礼仪之玉器。世玠者，必为传世礼遇，
必在厚重文化底蕴上，体现令人会意的
造物之巧。
（本栏图片均为万科·美景世玠实景图）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

人享有的主债权、对应借据及担保合同以及其他相关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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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相

关义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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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人民币：元）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特此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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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郑州天马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天马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天马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市宏发耐火

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四海盛行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四海盛行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稼祥园林

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徐建机械

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沃达丰供应

链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龙化工

有限公司

荥阳市博太建材

有限公司

河南鼎正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三元电力

工程有限公司

洛阳颐和今世福

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瑞涵服饰

有限公司

郑州易德鑫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易德鑫电子

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浩宇管道

有限公司

河南省永连服装

服饰有限公司

郑州鸿运冶金

炉料有限公司

郑州怡佳联合

贸易有限公司

许昌市沛洋物资

有限公司

河南中祥农业

有限公司

南阳市快意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恒澜灏华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登封市晓峰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乐鑫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誉信德商贸

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驿城区

松鹤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

郑州大之轩贸易

有限公司

河南大土实业

有限公司

借据号

01120140010087252001

01120140010087251001

01120140010087250001

011201901102519140001

01120170010169993001

01120170010171317001

011201907100003520001

011201901102519410001

011201901102519170001

01120180030001787001

011201801202508440001

01120150010118519001

011201902100042300001

02120150050000446005

01120180010232274001

011201801102510320001

011201801102512680001

01120150050000195001

01120140010093618001

01120160010134991001

02120150010032038005

01120140010099595001

012201901003258340001

01120140020001654001

012201918003046270002

01120160010156384001

012201901202878310001

01120160010151132001

01120140010089740001

01120170010177076001

012201918002921160001

本金余额

1.00

587,003.00

1,000,000.00

13,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000.00

6,800,000.00

2,810,000.00

8,000,000.00

8,800,000.00

17,200,000.00

5,000,000.00

6,999,900.00

19,959,514.20

20,000,000.00

10,000,000.00

99,994,030.40

10,000,000.00

10,000,000.00

20,000,000.00

9,988,945.02

18,000,000.00

2,500,000.00

1,991,555.81

1,990,000.00

1,960,000.00

1,930,000.00

1,900,000.00

1,900,000.00

1,579,890.98

1,500,000.00

担保明细

河南和群置业有限公司,胡文相,

张春田,郑金云

河南和群置业有限公司,常俊英,河南

龙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胡文相,李红刚,

毛志君,秦俊英,尚可,尚小军,

宋雪梅,张春田,郑金云

常俊英,河南龙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胡文相,李红刚,毛志君,秦俊英,尚可,

尚小军,宋雪梅,张春田,郑金云

付永亮，郭建坡，郭建松，寇伟霞，新密

市开阳特种建材有限公司，张存，

张巧云

尚晓峰,陶贺,田海玉

尚晓峰,陶贺,田海玉

马志国,宋瑞林,徐亚东,张红霞,赵继

红,赵留套,鄢陵县苏宁花木有限公司

康波,河南易立投资有限公司,吴云霞,

朱磊,段林静

张艳、河南国宇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师伟峰、李雪梅、师松峰

新乡市新龙化工有限公司、杜习明、

朱祚霞、申桂安、崔海青、赵海生、崔晓玲

由河南贝贝家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张丽、李林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鼎兴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及自然人

崔华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河南格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及自然

人余晓东、张传海、余晓杰、赵起首、

张吉秋、李新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曹万勤名下个人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并由刘宏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该公司房地产抵押及王红、王振华

连带责任保证

由王明超、邱志慧、王晓玉、郭俊峰名下

8套房抵押担保，并由王明超、邱志慧、

王晓玉、王延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郑州航空港区爱港置业有限公司

房产抵押、王明超、邱志慧、王明磊、

刘豪豪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省驰源石油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神牛铸造有限公司、姚万林、

荆风先、曲世军、曲平福、姚程辉

由河南宏力研磨有限公司、朱转运、

余小玲、朱红军、张彩莲、王新华、侯钢、

周红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济源宏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胡明展,司鹏超

陈东明,河南隆盛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赵卫晋

由曹建峰以其自有房产作抵押，并由

曹建峰、曹占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法人庞建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作方

担保公司河南省银融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提供保证、庞继红提供暗保

由陈体营,高宇,林燕秋，刘晓飞,南阳

市润和食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

由河南兴邦仓储服务有限公司、田伟、

陈国治、曹猛、轩伟、王红梅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王亭东,任娜娜

由河南宏力研磨有限公司、朱转运、

余小玲、朱红军、张彩莲、王新华、侯钢、

周红惠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林,严峰,周三山

丁永飞、河南三农生态产业有限公司、

李萨娜、冉超、王国强、朱东林

河南圣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时双建、

肖新建、赵改春、井孝先、傅雅静、河南

省新宛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吕海乾

由河南大润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冯秋花、裴磊、李优佳、朱毅兵、张娜、

黄现东、廖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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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河南君之乐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人本装饰

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汇兴照明电

器销售有限公司

新乡市金达纸业

有限公司

郑州亿丰汽车维

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晴朗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宇睿科技

有限公司

河南沐升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禄辰商贸

有限公司

唐河县豫盈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盛润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德胜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三道实业

有限公司

河南一滴香食品

有限公司

武陟县五洲行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郑州黄牛庄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市养生宝典

酒店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郑州市养生宝典

酒店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河南奥希里斯

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创基装饰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江山实业

有限公司

河南五州国酒行

有限公司

郑州桔子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利达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天道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天道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天道新能源

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正方启元

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顶先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省雅泉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万州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万多商贸

有限公司

借据号

011201800102490840001

012201818002744620001

012201818002790770001

012201803000019200001

01120150010118267001

01120150010119797001

01120160010165682001

01120180010248269001

01120170010169804001

01120160020003121001

012201918003191650001

01120150010123528001

01120150010121565001

01120150010105420001

01120140010099256001

01120140010104256001

01120150010107834001

01120150010107835001

01120150010127283001

01120140010096016001

01120150010121202001

01120160010134362001

01120150010123967001

01120150010118940001

01120150010131268001

01120150010131269001

01120150010125589001

01120140010101727001

01120150010119498001

01120150010123578001

01120150010125212001

01120140010104342001

本金余额

1,339,000.00

1,309,979.57

1,150,000.00

1,15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997,264.54

946,863.52

929,267.38

838,667.27

800,000.00

3,353,500.00

992,725.00

5,000,000.00

3,980,000.00

5,000,000.00

600,000.00

4,394,616.54

2,000,000.00

4,700,000.00

1,005,199.27

1,000,000.00

2,000,000.00

2,946,695.66

1,600,000.00

1,400,000.00

0.00

4,655,000.00

964,107.91

2,000,000.00

1,000,000.00

3,029,025.15

担保明细

刘二田,刘秋霞,吕俊丽,孟风恋,

李书华,李国方,李浩然

河南省工商联小微企业服务中心、

张宏明、孙亚东

由河南大润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及

自然人冯秋花、裴磊、李优佳、柴修开、

杨全喜、邢素玲、史凤民、史凤兰、

邢占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武汉金达纸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武维东、卞彩凤、卞彩青、张明亮

河南邦发混凝土有限公司,李洪涛,

王帅锋,张秀杰,赵国定

刘宾,彭亚娟,李华,薛占杰,薛鸿勋,

郑州鑫厦建材有限公司

李新田,郝园园,刘辉,何芳,河南铭家

置豪实业有限公司

中牟县工商业联合会互助联盟提供的

风险金和保证金作质押，并由孙海伟、

袁永红、刘志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郑州全盛图片制作有限公司,张栩,

杨春梅,万柏松

冯玉敏、葛博、陈永需、王亮、王希法、

王宏伟、陈长松、徐长胜、李蕊、段孝盼、

赵占生、邢爱红、黄缓缓、黄振铎、李金武、

陈广义、李秀兰、刘家蕊、徐春建、王凤霖、

牛玉芳、王西群、王富荣、李栓林、黄玉华、

陈东祥、李秀德、李学智、赵中梅、唐河县

永需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唐河县中

天宏润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唐河县

鹏虹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唐河县博瑞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省工商联小微企业服务中心、

张宏明、王家朝、王恩增、徐雷霞

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赵德彬、吴金花、何涛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焦化广,王秀锋

河南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王琳,

袁巧灵

范永琴,郭彦军,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贺延伟,马海波,秦五洲,

范永琴,郭彦军,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贺延伟,马海波,秦五洲,

宋琳,武陟正合商贸有限公司

崔珍珠,胡潇,王明欲,张永辉,郑州

福赛特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郑州市

养生宝典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郑州市

养生宝典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端木风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周扬清,谢林

曹雪勤,何炳江,郑州市顺德丰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

毕鹏,安俊辉,李莉,河南兰贵装饰设计

工程有限公司

张涛,海翔,王劲松,郑州久德商贸有限

公司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贺艳丽、赵尊喜

赵红梅,王志华,颜贵金,颜景娜,郑州

天时同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张天鹏,李文娟,河南隆盛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

张天鹏,李文娟,河南隆盛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

张天鹏,李文娟,河南豫企五百广告

有限公司

魏鹏,张岩,郑州正和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杨毅辉、杨灵锋、陈巧巧、炊朝忠、

杨义娜

张为胜、张国强、臧成臣、河南省新宛商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吕海乾

时俊霞、张更臣、张俊丽、时凯峰、袁萌萌、

刘云妞、河南普乐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陈勇刚,韩全保,韩炜,马桂英,王琳,郑州

新航宇办公设备有限公司,范云英,韩全中

序号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借款人

郑州万多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万多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时代纵横

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郑州盈瑞服饰

有限公司

河南海洋之星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东益和贸易

有限公司

郑州康弘塑料

有限公司

郑州思凯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德凯讯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和胜工程

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润芝电器

有限公司

郑州五一建材

有限公司

郑州娅妃特美容

咨询有限公司

河南佳途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京润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半百服饰

有限公司

郑州泛美服饰

有限公司

郑州泛美服饰

有限公司

郑州市升达电磁线

有限公司

郑州市升达电磁线

有限公司

河南腾宇商贸

有限公司

镇平县时代永盛

百货有限公司

河南金杯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金香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面对面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赛谊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华强矿产品

有限公司

河南德贸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清宴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万翔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名雅铝材

有限公司

郑州七彩虹布艺

有限公司

郑州市顺和物资

有限公司

河南建伟工程

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市国瑞家具

有限公司

郑州市国瑞家具

有限公司

借据号

01120140010104365001

01120140010104366001

01120160010145259002

01120140010103732001

01120160010143698001

01120150010119053002

01120150010133943001

01120150010131178001

01120150010124581001

01120140010092925001

01120140010099617001

01120140010082893001

01120150010124286001

01120150010125376001

01120150010131448001

01120150010119013001

01120140010098419001

01120140010098467001

01120140010100503001

01120140010100504001

01120140010084537001

01120150020002323001

01120160010136720001

01120150010108068001

01120150010129338001

01120160010137526001

01120140010101094001

01120160010137695001

01120150010121252001

01120150010121608001

01120150010121189001

01120160010138659001

01120150010123701001

01120150010129076001

01120150010130417001

01120150010130417002

本金余额

19,008.03

262,457.99

4,719,900.00

2,000,000.00

1,730,000.00

1,980,000.00

1,650,000.00

3,000,000.00

4,908,792.89

4,750,000.00

2,850,000.00

4,515,609.70

3,000,000.00

1,550,000.00

4,560,000.00

5,0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0

3,224,056.00

2,000,000.00

3,000,000.00

2,485,989.00

3,000,000.00

1,000,000.00

808,816.69

997,076.47

1,903,128.17

1,964,566.80

2,000,000.00

1,000,000.00

1,387,524.53

2,849,999.00

647,534.28

1,500,000.00

担保明细

刘和平,陈勇刚,韩全保,韩炜,马桂英,

王琳,郑州新航宇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范云英,韩全中

刘长森,陈勇刚,韩全保,韩炜,马桂英,

王琳,郑州新航宇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范云英,韩全中

刘春坡,马秋香,河南嘉晟宏安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

芦甜,新郑市圣大路易服饰有限公司,

袁松波,张瑞霞,郑直

河南嘉晟宏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肖明伟,陈波,路建鹏

徐瑾、河南佳彩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郭建春、许良、张宇涵、张郑卿

马瑞、唐菊芳、任秋敏、马存、李俊才、

张江霞、郑州市郑东新区玉和建材商行

由河南北清方骐商贸有限公司孙建文、

周新华、路星、赵小恒、黄慧敏、

孙碧航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嘉晟宏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廷桂,宋月霞,绳光辉,刘俊,郝西奎

杜燕,李峰,席宁,郑蓬,郑州正和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

贾艳芳,马进,郑州正和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白改玲,崔杰,郑州正和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张茜,张麦桢,张瑜,郑州汇俪坊商贸

有限公司

郑州富恒科贸有限公司,王士旗,

陈晓香,史永军,李艳红

河南嘉晟宏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黄新安

刘廷珍、唐汝平、樊军伟、高子岗、

樊新玲、李松涛

孙桂菊、樊风云、武俊改、郑州跃争

服饰有限公司、武耀争、樊伟民

孙桂菊、樊风云、武俊改、郑州跃争

服饰有限公司、武耀争、樊伟民

胡保林,李桂英,郑州铁路专用器材

有限公司,闫建岭

胡保林,李桂英,郑州铁路专用器材

有限公司,闫建岭

仵树仁房产抵押、张从军、仵树仁、

杨靖、蔡峰、贾喜俊、李明、郭瑞

刘仙法、刘晓、杜子义、谷春华、内乡县

宛西农综开发有限公司

任永飞,李东波,尹娟,胡同义,

李克军,胡岗,胡中华

河南兴业担保有限公司,王金平,

夏引弟

由河南商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马红军、

河南光泰实业有限公司、胡丽娜、吴刚、

孙启军、孙其安、石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李华,底复庆,郑州乐嘉欣商贸有限

公司

王恳、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李红伟、王松旦、李忠、河南西亚斯哈比

科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刘跃杰、庞超

房乐,刘德龙,宋茹平,丰强,郑州豫华

星科技有限公司

郑麦花、何彦辉、刘得中、朱广宏、

高合旺

陈莉、朱丽萍、胡江坤、范永久、陈亮、

鲁建平、郑州润尧钢铁有限公司

韩俊峰,翟小娟,王志波,董光彪,

张春凤,杨爱云,韩瑞霞

赵存科,郑书芳,郑书森,张智强,郑州

市义信寄售贸易有限公司

崔柏群,崔艳玲,王新坦,徐莉莉,郑州

柏盛钢铁有限公司

朱金凤、河南兴港正和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郑州冰点奥斯卡电影院线广告有限公司,

刘艳阳,李建永,孟凡俊,白洋

郑州冰点奥斯卡电影院线广告有限公司,

刘艳阳,李建永,孟凡俊,白洋

序号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借款人

郑州市嘉佰晟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盛能源

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优耐特(河南)

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文乐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卫辉市麦道食品

有限公司

新乡市铭邦电器

有限公司

新乡市宇航封头

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锐药业

有限公司

河南省锦锐药业

有限公司

禹州市吉星实业

有限公司

禹州市吉星实业

有限公司

河南省原菁丰

农业有限公司

襄城县萬祥挂车

生产有限公司

郑州市兴义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郑州天之利贸易

有限公司

河南汉河节能

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吾尔得伟

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雅尔达仪器

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怡姿服饰

有限公司

河南英卓实业

有限公司

郑州昌泰钢铁

有限公司

郑州联朋贸易

有限公司

郑州盛明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新斗星电子

有限公司

河南锋动商贸

有限公司

河南华萃酒业

有限公司

河南源通酒业

有限公司

郑州非速通讯

器材有限公司

郑州航空港区

奥莱国际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合计

借据号

01120150010124647001

01120150010122284001

01120160010141619001

01120150010132183001

01120160030001010001

01120150030000979001

01120150030000841001

17120160070000002001

17120160070000004001

17120160070000003001

17120160070000005001

01120160070000120001

01120150010132537001

01120160010146957001

01120150010128130001

01120150010130140001

01120150010133701001

01120150010117947001

01120150010111319001

01120140010094216001

01120150010114164001

01120150010133052001

01120160010145843001

01120150010127256001

01120150010122280001

01120150010132832001

01120150010133434001

01120150010132092001

011201801102512670001

本金余额

1,000,000.00

3,000,000.00

1,500,000.00

1,000,000.00

2,000,000.00

4,500,000.00

1,820,000.00

7,985,491.26

1,996,459.32

5,694,231.09

3,992,918.64

5,000,000.00

3,000,000.00

2,500,000.00

1,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735,632.41

5,000,000.00

3,800,000.00

2,370,154.23

2,337,411.69

3,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1,200,000.00

4,000,000.00

2,000,000.00

39,962,213.70

608,131,724.11

担保明细

吕品,耿鹏慧,宋建军,河南龙世达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薛志丽,金祥利,郜静波,陈洁,

金祥勇,金联合,石玉风,河南

千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哈轴集团河南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中亚冶金轴承集团有限

公司、宋亚军,于金安

李晓江,杨治国,河南昌元防火

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王美升,郝金萍,段学诚,张方超,

张大安,王美香,新乡市骏辉车业

有限公司

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张振帮,赵俊利

苗林山,聂新菊,杨含营,郭艳

由河南省万家中药材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房产作抵押，并由

冀晓东、马彦丽连带责任保证

由河南省万家中药材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房产作抵押，并由

冀晓东、马彦丽连带责任保证

由河南省万家中药材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房产作抵押，并由

赵风昌、马彦丽连带责任保证

由河南省万家中药材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房产作抵押，并由

赵风昌、马彦丽连带责任保证

由刘明勋、荣玉琴、罗晓锋、许昌瑞

龙粮油储销有限公司连带责任保证

常会霞、谭干、王耀堃、时晓芳、李

国志、刘彩敏、襄城县东方公交

有限公司

潘建勋、潘浩、李秋梅、阴保利、

郑州市太和物资有限公司

李剑波、严爱霞、赵元朋、郑州市

荣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郭静,鲁艺,郭洎强,赵彩仿,河南

吾尔得伟贸易有限公司

郭洎强,赵彩仿,郭佳静,郑州

立慧商贸有限公司

陈德中、周雪敏、杨晓雪、叶卫环、

河南三浩商贸有限公司

郭周利、安丽芳、何东霞、秦新安、

安学芳、安学东、焦作喜洋洋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

付洪波,河南隆盛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马欣,赵红杰,赵希瑞

河南泰恒钢铁有限公司、李恒庆、

郑明凤、李恒伟、李慧、孟晓桂

苗嵩,张海辉,陈国旗,蔡登萍,

娄昊,卢彦,郑州日鑫钢铁有限公司

李元林,朱敏,朱伟,杨云峰,李怡林,

河南乾润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李锌锝,贾红莹,河南融通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郭忠喜、莽丹、河南足迹广告有限

公司、卢传福、袁瑜婧、郑州福都

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韩枫,田艳华,李荣华,许艳华,杨刘新,

李海艳,郑州大沽贸易有限公司

蒋巍巍,蒋文,蒋涛,胡倩,张涛,

海翔,郑州久德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豫企五百广告有限公司、

梁晓勇、梁晓敏、孔维国、祝明才

由郑州航空港区爱港置业有限

公司房产抵押、王明超、邱志慧、

王晓玉、王延欣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