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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等
15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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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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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

电话：0371-61778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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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71-6177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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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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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24笔

平顶山市永富达
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永富达
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永富达
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永富达
实业有限公司

舞钢市海明科技
有限公司

河南盛锐钒业集
团有限公司

河南盛锐钒业集
团有限公司

偃师市红强车业
有限公司

洛阳金龙精密铝
材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永富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建设东路鸿鹰小区2号楼地下室-1层
东起第1间（面积381.63㎡）、第2间（面积348.71㎡）、第3间（面积366.33㎡）、
第4间（面积 381.61㎡）、东配楼3层东起第 1-14间（面积 467.82㎡）、东配楼2
层东起第7-14间（面积249.57㎡）、西配楼2层东起第1-10间（面积328.96㎡）、
西配楼3层东起第1-10间（面积357.38㎡）房产，追加平顶山市东诚实业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社会保险服务公司、借款单位实际控
制人苏爱军、股东苏怡然、亲属苏志伟，担保单位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卢志勇、实际控制人魏国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平顶山市益浩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平顶山市东诚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另追加借款单位实际控制人苏爱军、亲属苏志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平顶山市永富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建设东路鸿鹰小区2号楼地下室-1层
东起第1间（面积381.63㎡）、第2间（面积348.71㎡）、第3间（面积366.33㎡）、
第4间（面积 381.61㎡）、东配楼3层东起第 1-14间（面积 467.82㎡）、东配楼2
层东起第7-14间（面积249.57㎡）、西配楼2层东起第1-10间（面积328.96㎡）、
西配楼3层东起第1-10间（面积357.38㎡）房产，追加平顶山市东诚实业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社会保险服务公司、借款单位实际
控制人苏爱军、股东苏怡然、亲属苏志伟，担保单位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限公
司法人代表卢志勇、实际控制人魏国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平顶山市永富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大众路南市农贸公司底商住宅楼-1-2
层，面积3861.83㎡，追加平顶山市东诚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
限公司、平顶山市社会保险服务公司、借款单位实际控制人苏爱军、股东苏怡
然、亲属苏志伟，担保单位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卢志勇、实际
控制人魏国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舞钢市海明纸业有限公司土地抵押[土地证号为舞国用（2005）字第 2005099
号位于枣林镇张卜庄村邢庄北],追加孙海明、孙丹保证担保。

由河南盛锐钒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闫国正、闫湘槟在
河南盛锐钒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最高额度 11500 万
元），平顶山市盛瑞建材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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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南盛锐钒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机器设备提供抵押，闫国正、闫湘槟其在河
南盛锐钒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平顶山市盛瑞建材有限公
司、闫国正、白爱彩、闫湘槟、闫照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盛江红强摩托车有限公司、李红强、马陈花。

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澳能电力设备有限公司、洛阳大元电缆有限公司、
河南亚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晋备战、晋亮亮、远雯、冯俊飞、王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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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河

南九头崖集团平顶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等15户 24笔不良债权进

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本次公告债权共 15户，涉及本金及利息

等相关权益截至 2021 年 5 月 7 日（债权基准日）共计为人民币

405,000,486.51元，其中债权本金余额 242,832,645.71元，债权

利息 161,003,987.30元，其他费用 1,163,853.50元，债权项目主

要分布在河南省的洛阳市、平顶山市及下辖县域。资产明细表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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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河南九头崖集团
平顶山商业连锁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诚必成
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平顶山市诚必成
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河南省建工集团
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河南三六九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国润牧业有
限公司

平顶山市鹏洋物
资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鹰城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顺邦贸易有
限公司

河南中峰集团纸
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峰集团纸
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峰集团纸
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峰集团纸
业有限公司

鲁山县顺立矿业
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永富达
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信息

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河南九头崖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平顶山市轻
工路1号的土地及房产，其中：抵押房产21栋，面积共计26104.33平方米（房产证号：
平房权证湛字第09000543号至09000562号、平房权证湛字09000569号），抵押土
地面积88212.1平方米[土地证号：平国用（2009）第SZ020号]、并追加河南九头崖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另追加任长旺、任启龙、谢晓霞以个人名义提供担
保。

刘彩英名下的房产（位于新华区曙光街南鹰城贵福苑一层东半部分一层底商
和一层西半部分底商，房产证号为平房权证字第0501000025号、平房权证字
第 0501000026号），抵押物面积共计 2182.5平方米，另追加抵押物所有人刘
彩英及其配偶刘国永以个人名义提供保证担保，追加借款单位法定代表人，实
际控制人王道军及其配偶郭霞以及郭涛以个人名义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人：河南省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物为建工佳苑二期 5#楼
201、202、203、204、206号房共计5套住宅，抵押物面积662平方米，抵押物位于
湛河区东风路东段南建工佳苑5#6#楼；保证人：刘振伟、承明敬、闫花奇、李梅花。

由河南三六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平顶山市新华路南段华悦世家项目14#、
11#、13#、15#、16#、26#底商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面积 7913.77㎡，
同时要求借款单位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刘红献及其配偶梅素英，股东刘红
霞，以及关联人刘江峰提供个人担保。

平顶山市威豪线缆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宏润牧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国基建筑
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另追加张端阳、魏建冬、
杨志浩、张艳明、杨志会、熊冠洲、熊雅静以个人名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平顶山市恒鑫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追加借款单
位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李国安及配偶李素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追加平
顶山市国喜化工有限公司及李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另要求追加平顶山市
国喜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南鹰城集团平顶山鹰城世贸广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张顺义、张小广、史
爱叶、谢志贤、李秀芝提供担保。

由平顶山市金坤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赛思特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另追加贺明举、陈娟娟、郑朝斌、宋会利、谢东克、申亚琴提供个人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并要求郑朝斌持有的平顶山市金坤实业有限公司75%的股权、陈娟
娟持有的平顶山市金坤实业有限公司25%的股权提供担保；再追加谢东克持有
的平顶山市正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河南四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升达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常建伟、武艳丽。

河南四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升达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常建伟、武艳丽。

河南四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升达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常建伟、武艳丽。

河南四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升达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常建伟、武艳丽。

由王振一名下位于鲁山县鲁阳镇鲁平路与南阳路交叉口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建筑面积4260平方米，另追加景顺立、杜端、王振一、辛满、蒋应超、张文嵘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房产证号：鲁阳镇房字第 00014601号，土地证号：鲁国用（2006）字第 220002
号，抵押他项权证：鲁房他证（2014）字第00004843号。

平顶山市永富达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大众路南市农贸公司底商住宅
楼-1-2层，面积 3861.83㎡，追加平顶山市东诚实业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立德
元商贸有限公司、平顶山市社会保险服务公司、借款单位实际控制人苏爱军、
股东苏怡然、亲属苏志伟，担保单位平顶山市立德元商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卢
志勇、实际控制人魏国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据余额

39,949,951.88

15,361,285.81

1,405,597.34

1,850,000.00

18,259,999.00

1,598,130.12

2,232,221.33

3,390,740.37

1,084,910.80

4,000,000.00

2,000,000.00

1,000,000.00

12,600,000.00

31,899,999.96

25,999,826.30

截至2021年5月7日
所欠利息及罚息金额

21,534,058.96

6,844,805.21

1,089,774.61

279,985.25

2,903,312.03

1,148,141.27

434,002.09

763,323.07

3,912,977.17

299,280.00

149,640.00

74,820.00

942,732.00

27,956,877.78

24,512,366.50

单位：元

□王爱丽 赵斌

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于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重大而
深远的意义。

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省关工委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抓手，设计符合青少年认
知特点的教育活动，引导他们知史爱
党、知史爱国，激发青少年传承红色记
忆，筑牢信仰之基。

发挥“五老”优势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月 13日，在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第
一报告厅，一名满头银发的老者坐在讲
台上，为青年学子讲述百年党史，现场
响起阵阵热烈掌声。这位老者是河南
省党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延安干部
学院特聘教授牛安生。现场聆听报告
的师生们纷纷表示，这是一堂震撼人心
的党史学习教育课，从中汲取了精神力
量，升华了人生境界，坚定了奋斗信心，
增强了积极向上的前进动力。

这是由省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
省委党史研究室、共青团河南省委和省
教育厅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学党史、感
党恩、跟党走”——党史教育进校园“五
老”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举办宣讲活
动，既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党史
学习教育部署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充
分发挥老同志独特优势对青少年进行
党史教育的创新之举。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级
关工委组建报告团、宣讲团，结合各地
红色资源、党史资源，深入校园、企业、
社区、乡村，向广大青少年生动鲜活地
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掀起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

在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省关
工委宣讲团成员郭晓平以《百年征程
铸辉煌——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历史巡
礼》为题，回顾、再现了河南省委带领
中原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
走过的不平凡的辉煌征程；在河南农
业大学，宣讲团成员石品从赏析美术
创作中的党史题材作品意义以及美术
创作中的党史人物形象塑造等详细进
行阐述，让党史教育与艺术教育有机

融合。开封市关工委发挥“五老”熟悉
党史的独特优势，成立“银发”党史宣
讲团；商丘市关工委举行“诵读红色家
书、传承革命信仰”活动，让广大青少
年感受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信仰，激
发爱国主义情感，凝聚成人生前进的
强大动力……这些生动的“身边历
史”，让青少年可感可知，也让党史学
习教育有温度，真正让青少年发自内
心主动学、深入学、系统学、实践学，最
终内化为奋斗之力。

“五老”宣讲进校园这一活动形式，
重在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用足红
色资源，进一步激发学生知党史、感党
恩、跟党走的认识，帮助他们点燃学习
热情，树立学习榜样，厚植爱国情怀。
此外，老与少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也体
现了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的
精神实质。

丰富载体形式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充分利用已
有平台和品牌，拓宽活动渠道，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深入青少年、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

连日来，省关工委号召全省各级关
工委和广大“五老”积极行动起来，利用
多种载体，丰富多种形式，突出党史学
习教育实效，着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英
雄人物等鼓舞青少年涵养爱国情怀、英
雄情怀，真正把学习党史和生活学习贯
通起来，帮助广大青少年形成正确的历
史观和价值观，成为立大志、明大德、成
大才、担大任的时代新人。

教育厅关工委在全省中小学校开
展“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主题读书
活动，助力中小学校开展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教育。洛阳、平顶山、漯河等市
关工委举办“中华魂”主题读书活动。
安阳、鹤壁市关工委举办“五老”党史宣
讲团培训会、团队建设座谈会，组织好
讲稿、组织好场地、组织好听众，广泛开
展“学党史、颂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主
题活动。

许昌市关工委开展“七一”走访慰
问“五老”典型（党员）活动，营造政治上
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
关怀“五老”的浓厚氛围。桐柏县关工

委举办“青春心向党 快乐共成长”青少
年党史知识竞赛，帮助广大青少年了解
党史、新中国史，能更好地激发同学们
爱党爱国情感。郑州市中原区关工委
在全区中小学开展的“童谣学党史”活
动，通过生动活泼、朗朗上口的学习形
式，使孩子们轻松快乐学习党的历史、
记住党的知识，让党史学习教育在娃娃

们心中生根发芽。
…………
丰富宣讲形式、挖掘红色资源、创

新教育载体，党史学习教育在我省各地
正在“热起来”“活起来”“亮起来”。截
至目前，全省各级关工委组织宣讲团近
2000 个，“五老”党史宣讲员达 1万多
名，宣讲6000多场次，受教育青少年达
300多万人次。

与此同时，省关工委在全省范围内
还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新人”教育活动，深化“我爱母亲河”云
上教育活动，组织诗歌、征文、书画、科
技制作等作品评选，开展黄河文化知识
竞赛决赛；举办红色夏令营，命名一批
全省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制
作全国、全省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
基地微视频；组织阅读“红色书籍”、诵
读“红色家书”、观看“红色电影”、传唱

“红色歌曲”等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
青少年自觉把个人梦想同国家前途命
运紧密结合起来，立志成才、建功立业、
报效祖国。

凝聚强大合力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形成长效机制

5 月 7日至 9日，全省关工委主任
及“五老”代表培训班在新县大别山干
部学院举办，来自各省辖市宣讲团的
120多人参加专期培训。“党史学习教
育要深入，就必须加强理论武装、搞好
成果转化、强化自身建设，这次培训班
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学习成果转化为指

导工作的清晰思路，转化为服务青少年
的实际工作能力。”省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秘书长张德广表示。

“这次培训让人受益匪浅，帮助大
家厘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开阔了视
野、提高了认识，增强了责任感、使命
感，今后我们将以实际行动，创新教育
载体，引导广大青少年立志听党话、永
远跟党走。”鲁山县关工委执行主任高
树森说。

全省各级关工委把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积极协同宣传、老干部、党史、教育、
团委等部门，结合“五老”和青少年的
特点设计教育载体，形成同台唱戏、借
台唱戏、搭台唱戏的工作合力，动员和
组织“五老”为青少年做实事、办好事、
解难事，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
为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成效。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从课堂内的育人实践到校
园外的各项活动，党史学习教育正在
火热开展，省关工委将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按照省委要求，努力打造培养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
地，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把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引导青少年从小在心里树立
红色理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河南、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五老”独特优势

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五老”宣讲活动首场报告会在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举行

老战士张竹秀、南阳珍走进灵宝市金蕾幼儿园讲述峥嵘岁月

许昌市光明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们来到杨根思部队旅史
馆，开展“寻红色足迹学党史，访革命前辈颂党恩”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