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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正汉实业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正汉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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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田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21户债务人享有的主债
权、对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押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河南正汉实业有限
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正汉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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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正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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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正汉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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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正汉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4月9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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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付给河南正汉实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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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河南
正汉实业有限公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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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正汉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南路与正光北街

交叉口
联系人：河南正汉实业有限公司 张女士
电话：13837507714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债务人名称

河南田园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宏
诚商贸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建
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河南三六九
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儒
骏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国
邦新材料有
限公司

河南中峰集
团纸业有限
公司

河南德易通实
业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

抵押+

保证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保证

保证

担保信息

鲁山县下汤镇在建工程，抵押物为在建工程 1-5、16-17、
23-26、29 号楼总面积 43070.45 平方米，项目综合抵押率
45.98%，追加平顶山市田园建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正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关联自然人董志强、
王彩虹、董治勇、董志成、董露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河南田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鲁山县下汤镇“田园大汤
山”在建工程抵押，在建工程8-15栋、21-22-37-38栋：抵押
面积 9395.56平方米，综合抵押率 45.9%；追加平顶山市田园
建筑有限公司、平顶山市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另追加借款单位法定代表人董志强及其配偶
王彩虹，股东董治勇、董志成、董露梅以个人名义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河南田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商用房抵押担保，田园城
市花园一层底商，平房权证字第 0601017611、0601017612、
0201027390、0201027289、0501001650、0201027290，综合
抵押率 30.23%。并追加河南田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另追加借款人法定董志成及其配偶吕慧琴，
董露梅及其配偶朱传京，担保人法定代表人董志强及其配偶
王彩虹以个人名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平顶山市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新华
区建设路西段南建宏中央花园 1号楼 18层 1802号房、1803
号房、1804号房、1805号房、1806号房、19层 1905号房、21
层 2103号房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分别为：平房权证新华字
第15005368号、平房权证新华字第15005360号、平房权证新
华字第15005367号、平房权证新华字第15005359号、平房权
证新华字第15005362号、平房权证新华字第15005353号、平
房权证新华字第15005369号）抵押，朱有食、陈桂莲、朱朝江、
朱康升、王梓伊、朱丽、张雅斌连带担保

平顶山市建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产抵押，朱有食、陈桂
莲、朱朝江、朱康升、王梓伊、朱丽、张雅斌保证

河南三六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宝丰县迎宾大道中段南侧
（博文门面1#2#3#）2处房产、宝丰县迎宾大道中段南侧（河南三
六九公司16#）1处房产抵押，刘红献、陈国亮、梅素英提供连带
担保

平顶山市儒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平顶山市新华区文园
路中段路东儒骏和园 1 层共 8 套商铺：101、102、103、104、
105、110、111、116号商铺，2层 203铺、3层 301铺的房产抵
押、河南省奥威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赵永恒、邓玉荣、赵迎宾、
关磊、纪晓、赵国付提供连带担保

国邦新材料公司位于平顶山市郏县东城街道办事处行政路与
兴业路交叉口西南角 7涛房产（不动产权证：郏房权证郏房字
第201411-83-01至 201411-83-07号）、郏县东城街道办事
处行政路与兴业路交叉口西南角的土地（土地证号：郏国用
2014第G140056号），平顶山市泽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韩战
东、陈国栋

河南四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升达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常
建伟、武艳丽

河南省盐业担保有限公司、王红星、胡晓路、黄波、黄霞、董国
强、马丹

债权本金余额

11,880,000.00

7,400,000.00

20,950,000.00

17,970,000.00

66,000,000.00

3,800,000.00

34,200,000.00

13,200,000.00

19,699,986.00

25,000,000.00

3,972,700.00

10,000,000.00

截至2020年 11月5
日利息

11,907,211.00

1,230,257.92

3,363,768.73

1,494,614.42

7,390,167.36

689,645.43

6,133,043.31

7,480,020.23

9,797,332.29

2,669,812.50

405,663.69

10,196,666.65

序
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债务人名称

河南省凯帝
实业有限公
司

平顶山置金
商贸有限公
司

平顶山市程
凯实业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金
天翼通信设
备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日
月神辉实业
有限公司
平顶山亚设
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新
世界实业有
限公司
舞钢市金海
纺织有限公
司

河南鑫海精
纺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盛锐钒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马
亮磨料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中凯
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洛阳鹏起实
业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方式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

保证

保证

抵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信息

舞阳双喜置业有限公司、河南省凯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
淑艳、郝保红

河南省盐业担保有限公司、董国强、马丹、赵俊

平顶山市金天翼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张青、王怀臣、关艳娇、张
桂花、王清臣

平顶山市九腾实业有限公司、孙成瑞、刘建峰、张桂花、王清
臣、王怀臣、王云鹏、周中方

平顶山市程凯实业有限公司、李燕鸽、陈勇君、张青、关艳娇

叶县隆皓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张冠军、张鹏举、董广泛、王
茂锋、王红伟、张新平、张书林、李占召、吴冰洁

平顶山市正成豫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好运来食品有限公
司、梅晓光、张留群、李冬梅、冯福来、李成、李小伟、王文涛

河南鑫海精纺股份有限公司、舞钢市金海洋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张勇军、刘宏云、段素香

鑫海精纺公司位于舞钢市朱兰高速引线南侧的土地[舞他项
（2013）第 2013065号]、舞钢市朱兰建设路西段南侧 1号职工
综合服务楼（舞房他证舞钢字第13001281号）、2号主厂房（舞
房他证舞钢字第13001282号）、舞钢市金海纺织有限公司、刘
宏云、段素香、赵大乐、宋耀宗
河南平开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闫国正、白爱彩、闫湘槟、闫照滨、陈龙飞、孙向斌、蔡清江、
代江涛
河南平开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闫国正、白爱彩、闫湘槟、闫
照滨、陈龙飞、孙向斌
平顶山市中博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华耐矿石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马晓亮、马青涛、赵玉玲、马晓峰、陈立勇
马 亮 公 司 位 于 郏 县 城 东 高 速 引 线 路 南 土 地（证 号 ：
200911-43-01.03.05.06.07.08.09，面积 14734㎡）的地上建
筑物做抵押、马晓亮、马青涛、赵玉玲、平顶山市华耐矿石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担保
新密市双润磨料磨具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华耐矿石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马青涛、赵玉玲、马晓亮、马晓峰
新密市双润磨料磨具有限公司、马晓亮、马青涛、赵玉玲、平顶
山市华耐矿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密市双润磨料磨具有限公司、马晓亮、马青涛、赵玉玲、平顶
山市华耐矿石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百安粮油有限公司、冯亚卫、王娟娟、赵双郎、郭正民、张
爱霞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张朋起、宋雪云

债权本金余额

19,792,000.00

9,490,000.00

4,985,476.00

3,979,992.32

5,0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17,562,115.00

27,114,090.67

20,000,000.00

19,984,602.67

5,0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5,000,000.00

48,000,000.00

474,980,962.66

截至2020年 11月5
日利息

18,863,673.97

8,173,926.25

3,095,092.47

2,402,522.83

4,967,375.00

5,470,500.00

5,072,500.00

9,063,169.38

31,614,724.03

17,033,499.77

16,742,610.82

5,426,563.57

20,333,166.60

5,006,088.87

9,056,444.31

8,879,110.98

4,970,875.00

3,906,300.00

242,836,347.38

债权明细清单
单位：元单位：元

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1]8号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
式出让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采用熔断后一次竞地价原则确

定竞得人（详细内容见挂牌出让文件）。
新郑出（2021）19 号（网）宗地熔

断 价 为 50889 万 元 ，最 高 限 价 为
67778万元。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
手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通知公告”-《关于数字证书
(CA)互认功能上线试运行的通知》]，
并于 2021年 4月 15日 9时至 2021年
5月 12日 16时，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的“土地交易大厅”系
统，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月

12日 16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新郑出（2021）19号（网）:2021年4

月29日9时至2021年5月14日10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

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
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2.如竞价过程中无竞买人触发熔断
地价，则以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如触发熔断地价，则竞价方式由限时竞
价转为一次竞地价（5分钟报价时长），竞
得人的确定方式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

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

路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

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4月9日

宗地
编号

新郑出
（2021）
19号
（网）

土地
位置

孟庄镇滨
河东路东
侧、常口
路南侧

界址

东至:唐寨村民委
员会土地;

西至:滨河东路;
南至:槐林一路;
北至:常口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56480.34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地下
为配建停
车、配套及
附属设施

（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
通给水、通
排水、通信、
通燃气，地
面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
率

大于
1.0，小
于2.0

建筑
密度

小于
20%

绿地率

大于
35%

出让
年限
（年）

地上
70

年，地
下50
年

起始价
（万元）

33889

竞买保
证金（万
元）

33889

本报讯（记者 黄晖）4月 8日，第十四届全运会女
排成年组资格赛A组第 3轮的较量在秦皇岛展开，此
前两战两胜的河南女排以三个 19∶25，0∶3不敌浙江
队，让前两轮同样是两战两胜的浙江队再胜一场。

虽然相较辽宁队，浙江队“不太难打”，但也绝非好
对付。首局，面对状态更好的对手，河南女排始终在扮
演追赶者的角色，最终19∶25先失一局。第二局，河南
女排追赶依旧，又是一个19∶25，浙江队再取一局。第
三局河南女排的状态略有起色，开场后从 3∶3到 9∶9
的连续平分，甚至一度让球迷看到了“逆转重演”的希
望。不过此时浙江队开始发力，连取6分将比分拉开，
河南女排再度陷入苦苦追赶，虽一度迫近但终于难挽
败局，19∶25，河南女排再失一城。

逆转辽宁队的比赛之后，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说：
“通过我们的发球，通过准备会的布置，我们打得还是
比较有针对性的，然后拦防逐渐在一点一点地检验效
果，很多关键球、困难球，朱婷来解决问题。”朱婷对球
队的“融入”和与球队的默契程度，以及焦帅有针对性
的战术安排，都在战胜辽宁队这一强劲对手的比赛中
经受了考验，因此也可以说，“河南女排+朱婷”走上了
正确的轨道，不必因为这一场的失利就妄自菲薄，其
实，这反而更加可以证明两轮比赛之后，河南女排已经
从“奇兵”，成了被对手们研究的“众矢之的”。所以，河
南女排的这场失利，从一定程度上也应该说在情理之
中。而且，河南女排迄今为止的表现，依然堪称超越了
所有球迷的想象。

一场失利不会阻挡河南女排的脚步，4月9日15：00，
对阵河北队，为她们加油，不见不散！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4月8日，记者从省重竞技运动
管理中心获悉，2021年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暨第十四届
全运会拳击项目资格赛（第一站）4月7日下午在重庆荣
昌闭幕，河南女拳手夺得四张全运会决赛阶段的“门票”。

本次比赛河南代表队共派出5人参加五个全运会
级别的比赛，取得4个第十四届全运会出线资格：郑璐
获得75公斤级第二名、阮木兰获得57公斤级第三名、
卢莹莹获得60公斤级第五名、李书获得69公斤级第五
名。其中，夺得亚军的郑璐同时还获得了全运会决赛阶
段比赛的二号种子资格；在非全运会级别的比赛中，3
名参赛的河南女拳手夺得2个第三名、1个第五名。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 34支代表队的 184名
顶尖拳击运动员参赛，比赛决出了全运会女子拳击 5
个级别的第一批 8个晋级决赛圈名额，剩余的 8个名
额将在第二站比赛中继续角逐。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持杖健走项目不受
场地的限制，非常容易掌握，我们把它定义为
健步走的升级版，也就是科学健身。”4月 8日，
2021年河南省社会体育指导员（持杖健走）培
训班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登封校区举办，前来
授课的中国老体协健步走推广委员会副秘书
长、持杖健走项目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宋文
全说。

持杖健走项目简单说就是在普通健走的基
础上加入了两根手杖，从而也能让上肢得到锻
炼，因而得到了广大健身爱好者的喜爱。从
2012年在中国老体协进行推广以来，到目前每
年全国有超过 100万人次参与持杖健走项目。
2014年该项目引入河南之后，目前在全省各地
都有非常多的爱好者，每年的全国比赛，河南都
派队参加。

河南省体育局群体处四级调研员、河南省
老年人体育协会副秘书长张海涛介绍，这次培
训班是我省首次，也是全国首次将持杖健走项
目纳入社会体育指导员序列。所以，这次培训
班的50名学员，将是持杖健走项目国内首批国
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的获得者。⑥11

全运会女排成年组资格赛

河南女排负浙江

全运会女子拳击资格赛首站

河南女拳手
抢到四张“门票”

河南着手培训国内首批
持杖健走国家一级社体指导员

本报讯（记者 李悦）4月 8日，河南嵩山龙
门俱乐部官方宣布：外援布亚·图雷，内援冯博
轩、赵宇豪正式加盟球队。三名球员分居前中
后三条线，球队在攻防两端都得到了补强。

从河北队转会而来的塞拉利昂前锋布
亚·图雷，今年26岁。上赛季，图雷在中超出场
17次，打入 6球，助攻 4次，表现颇为不俗。身
高 1.78 米的他，擅长快速突破，并且有着敏锐
的门前嗅觉。来中超之前，布亚·图雷在瑞典超
级联赛的尤尔加登俱乐部效力，2019赛季为球
队打进15球并有 3次助攻，荣膺瑞典超级联赛
金靴的同时，带领尤尔加登夺得了联赛冠军。
如今，卡兰加暂时无法回归，巴索戈又因合同到
期自由转会，河南队锋线上只剩下多拉多一名
前锋外援，塞拉利昂前锋的加盟将为球队的进
攻线增加竞争力。

至于两名内援冯博轩和赵宇豪，二人都是
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边前卫冯博轩在上赛季便
租借到了河南队，为球队出战18次，打进 2球，
助攻 1次。司职中后场的赵宇豪，曾入选过中
国国家队，具有出色的个人盯防能力。⑥9

河南嵩山龙门
官宣三人加盟

□本报记者 黄晖

“今天的部署之后，我省备战训练工作
就将全面展开，组队训练时间紧，备战参赛
任务重，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紧做
好各项目组队和训练。”4月7日，省体育副局
长杨中军说。当天，省体育局召开备战第十
四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任务部署会，河南
参加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吹响了“冲锋号”。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9月份在陕西开
幕，本届全运会群众体育项目的比赛将于
今年的4月至9月间陆续展开。本届全运
会的群众赛事活动项目共 19个大项 185
个小项，分为比赛类和展演类两大类。其

中，比赛类项目包括乒乓球、羽毛球、网球、
足球、篮球、气排球、毽球、轮滑、龙舟、地掷
球、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中国式摔
跤在内共 15个大项，142个小项；展演类
项目包括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
极拳4个大项，43个小项。

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赵峻介绍，根据
项目设置和开展情况，我省计划组队参加
所有的比赛类和展演类项目，并优先保障
优势项目，集中力量争取优异成绩。

除了“高标准组队、强化训练、加强指
导”等全力备战训练的要求，任务部署会
还对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进行了部
署，明确提出严格赛风赛纪，坚决杜绝兴

奋剂问题。
从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始设立的群众比

赛项目，是全运会本着“全运惠民，健康中
国”的办赛理念，为全民健身、健康中国战略
进行的重大改革。杨中军表示，全运会设
立群众赛事活动，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的需要，也是满足群众日益增长健身
的需要，同时又是丰富群众赛事活动供给
的需要。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好备战训练工
作，充分展示我省群体体育活动的丰硕成
果，顽强拼搏，勇攀高峰，比出河南人民的精
神风貌，赛出中原儿女的气势威风，以优异
成绩和良好风尚，为河南增光添彩，为体育
强省、健康中原建设作出新的贡献。⑥11

群众赛事冲全运 河南吹响“冲锋号”

本报讯（记者 李悦）4月 9日，河南姑
娘孙宁将出发前往拉萨，为再次攀登珠穆
朗玛峰进行适应性训练。如果一切顺利，
孙宁计划在 5月 20日左右向世界最高峰
发起冲击。

2019 年，孙宁曾从南坡成功登顶珠
穆朗玛峰，她也是我省首位征服珠峰的女
性。这次，孙宁将挑战从难度更高的北坡
登顶世界最高峰。

从小学习绘画的孙宁喜欢亲近大自
然，热爱徒步的她在 2012年第一次在西
藏见到珠穆朗玛峰就被它巍峨宏大的
气势所震撼。“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登
顶珠峰，5 年，还是 10 年……”2012 年
11 月 25 日，背靠珠峰孙宁写下这样一
段话。

为了自己攀登珠峰的梦想，孙宁经历
了 7年的艰苦准备，最终，在 2019年 5月
开始了自己的珠峰之行。寒冷的天气、缺
氧的环境，再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身背
10公斤装备，憋得手指甲发紫的孙宁，一
路克服重重困难顽强地将8848米的高度
征服于脚下。

成功登顶珠峰的经历，对孙宁来说是
一次从内而外的磨炼，这带给了她成长和
勇气，以及对生命价值的真正认知。尤其
去年疫情来袭，孙宁在看到生命脆弱的同
时，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
不畏艰辛、努力向前，这也是孙宁在攀登
珠峰时得到的收获。

今年再次踏上珠峰之旅，孙宁希望能
用勇攀高峰向大众传达自己对自然和生

命的领悟。此外，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
党建党 100周年，身为“党员之家”和“光
荣之家”长大的女性，孙宁也打算带上一

面党旗去攀登珠峰，她希望把这面党旗插
在珠峰之上，在地球之巅，大声地说一句：
为梦想，加油！⑥9

出发！这位河南姑娘要再次征服世界最高峰

在登顶珠峰的历史上，中原儿女曾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1960 年 5 月 25 日，河南西华县的王富洲成为

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的人，他也是 2019 年国庆期间热映电影《攀登者》

的原型。据了解，从王富洲开始，至今大约有 15名河南登山家成功登顶过珠峰。

历史时刻链接

孙宁在珠峰上展示国旗。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