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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久诚商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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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市红强车业有限公司等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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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了平顶山市久诚商贸
有限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久诚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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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久诚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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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立即向平顶山市久诚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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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久诚商贸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4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债权基准日折合人民币的

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应支付给平顶山市久诚商贸有限公司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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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等详细债权情况以实际债权凭证及相关
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平顶山市久
诚商贸有限公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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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久诚商贸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375-7231101
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黄河路中段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平顶山市久诚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偃师市红强车业有限公司等24户35笔不良债权明细清单
截至基准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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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偃师市红强车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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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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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金余额

9,999,9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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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00

10,900,000.00

利息及罚息

839,06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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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5,434.43

10,845,681.67

垫付费用

45,929.00

0.00

0.00

14,994.00

0.00

16,355.00

13,994.5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7,500.00

184,408.00

46,394.00

98,686.00

债权合计金额

10,884,977.08

22,206,091.02

2,495,371.95

2,144,979.25

21,163,311.03

2,762,626.39

2,680,217.92

4,154,063.44

4,997,887.97

4,299,280.00

2,149,640.00

1,074,820.00

13,542,732.00

59,914,377.74

50,696,600.80

8,011,828.43

21,844,367.67

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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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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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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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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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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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24户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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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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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九头崖集团平顶
山商业连锁有限公司

洛阳金龙精密铝材有
限公司

宝丰县宝隆不锈钢制
品有限公司

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
限公司

河南得胜锅炉安装有
限公司

河南得胜锅炉安装有
限公司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

河南省淅川县有色金
属压延有限公司

郑州剪帝服饰有限公
司

国机重工（洛阳）有限
公司

河南金建建设有限公
司

洛阳翰昌服饰有限公
司

洛阳翰昌服饰有限公
司

5,900,000.00

34,10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4,700,000.00

39,949,951.88

500,000.00

3,400,000.00

58,000,000.00

5,599,988.59

8,770,000.00

19,999,997.02

19,950,000.00

7,472,457.42

49,548,381.54

9,931,143.42

19,999,000.00

0.00

445503613.7

5,776,395.03

33,385,605.04

5,208,375.00

4,110,847.91

3,864,197.09

21,534,058.96

262,289.91

96,900.00

1,331,099.87

912,437.61

1,428,943.61

1,155,166.49

2,699,415.10

4,061,353.64

3,175,275.53

1,088,947.89

1,527,861.10

262,812.49

178,744,200.63

61,343.00

232,292.00

56,275.00

57,994.00

55,523.00

209,477.00

12,689.00

0.00

0.00

22,767.00

35,656.00

0.00

77,216.00

71,319.00

295,769.00

46,682.00

77,738.00

950.00

1791950.5

11,737,738.03

67,717,897.04

10,264,650.00

9,168,841.91

8,619,720.09

61,693,487.84

774,978.91

3,496,900.00

59,331,099.87

6,535,193.20

10,234,599.61

21,155,163.51

22,726,631.10

11,605,130.06

53,019,426.07

11,066,773.31

21,604,599.10

263,762.49

626039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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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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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霞以个人名义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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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宝丰县商酒务镇房庄村北部土地一宗（面积
29367.8㎡，权证号：宝土国用（2015）第150142号）提供抵押担保、追加河南旭原不锈钢
有限公司、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李素军、李广欣、董发有、李改先、李云、董峻桦、刘
明会提供保证担保

由宝丰县宝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河南旭原不锈钢有限公司、宝丰县翔隆置业有限公
司、平顶山市乐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宝丰县鑫远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李素军、李广欣、董
发有、李改先、李云提供保证担保，追加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一批提
供抵押担保，河南金汇富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的15000万
元股权、李云在宝丰县翔隆不锈钢有限公司的股权（14000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河南省郑州市江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张洪海保证、徐永丽保证

河南省郑州市江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证、张洪海保证、徐永丽保证

河南健之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保证、李国奇保证

河南省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保证、袁中告保证、杨大焕保证

河南经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房产抵押、苏云霞保证、苏增会保证、闫巧幸保证

国机重工（洛阳）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洛阳市西工区衡山路与北环辅路交叉口东南角的国有
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洛市国用（2012）第03006795号）

河南金建建联实业有限公司、洛阳安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杨建、李磊、刘志鹏、刘亮
群

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翰达实业有限公司、洛阳长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陕西长
久吉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晋爵、曹慧芳

鑫融基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洛阳翰达实业有限公司、洛阳长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陕西长
久吉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晋爵、曹慧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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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的项目和处
置方案作适当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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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购买意向，按照我公司要求办理
相关手续并与我公司签订相关保密协议
后，可查询具体项目档案。

本次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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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马先生 0371-61777625
朱女士 0371-6177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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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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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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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债权基
准日(2021 年 8月 20日)共计为人
民 币 12173.49 万 元 ，其 中 本 金
9000万元、利息 3173.49 万元，债
权项目分布在河南省的郑州。资
产明细表如下：

序号

1

2

债务人名称

郑州威尔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神阳科技有
限公司

资产形态

债权

债权

债权本金
（万元）

3000.00

6000.00

利息
（万元）

1069.30

2104.19

担保情况

钟霖、史倩倩、钟波、吴德秀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钟波名下位于郑
州市中原区桐柏路206号院 2号楼
一层商业用房，面积：743.31㎡，债
务人名下位于郑州市中原区桐柏
路206号院 2号楼3层商业用房，
面积：1423.89㎡提供抵押担保

巩义广播电视网络中心、新密市云
联电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通许县
经纬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钟
波、吴德秀、黄坚康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郑州威尔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皇沟馥合香 助兴家乡情

这个中秋“我的家乡特别香”

家乡，是我们每一个人出

生成长的地方，她可能很小，

却是我们每个人第一眼看到

的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完

成了人生许许多多的第一次，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就连

我们的肠胃，也早已适应了家

乡的食物，长大后不管走多

远，能够勾起回忆的永远是来

自家乡的味道。

“月到中秋分外明，酒

到十五格外醇。”又是一年中

秋时，合家团圆的美好，亲朋

相聚的快乐，对远方亲人的

思念和祝福，在这一刻，点点

滴滴，掬月相邀，都融入小小

的酒杯里。到了中秋，对于

常年奔波劳顿的中国人而

言，一轮圆月，一杯美酒，就

藏有一种无法忘却的思念，

对月举杯，酒里承载的乡情

越发显出独特的韵味。悠悠

几千年华夏酒文化历史，传

承的是千年古法酿造技艺，

沉淀下来的却是一杯杯醇香

至美家乡味道。

一方水土酿一方好酒，团

聚时刻，最美不过家乡味。在

这轻松惬意的时刻，来上一杯

心意十足的皇沟酒，配上家乡

的美味佳肴，共品酒杯里的华

夏，酒香情长意更浓。

□申明贵

一个视频带火一个话题，一个
话题讲述特别的家乡味，皇沟酒业
以受众思维讲述特别的“我的家
乡特别香”，一个2分钟的视频，用
味道讲述不平凡的过去，勾起了无
数网友和粉丝的情感共鸣，也取得
了视频日榜38名的成绩和百万级
阅读量。

在品牌塑造和传播上，皇沟酒
业构建起了新时期媒体传播矩阵
平台，通过视频号、公众号、系列海
报、终端烟酒店老板代言、地市级
KOL打卡、微博互动、抖音互动等
形式，讲述品牌故事、工艺匠心、馥
合香价值。

线上与线下的联动效应是品
销合一的关键，通过市场上的一系
列组合拳抢抓中秋布局，皇沟人在
和时间争分夺秒。在产品营销上，
中秋会战、馥合香高端品鉴、订货
会等联袂登场，作为豫酒新晋金
花，在皇沟酒业发展的新时期。这
个中秋，无论是品牌塑造传播还是
产品营销，都可以说是特别香。

中秋喝好酒，好酒馥合香。在
这场与用户的互动中，皇沟酒业把
情感沟通作为核心要点，通过创意
及深入人心的品牌营销，多角度地
诠释了皇沟馥合香的创新口感和
市场价值。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
亲。每逢中秋佳节,最幸福的就是一
家人聚在一起把酒赏月，即使因种种
原因分隔两地,但当大家一同仰望天
空中那同一轮明月时,也能借着月光
寄托自己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
情。趁这一轮明月，借着家乡的酒
香，放下繁忙的工作，敬明天、敬过
往、敬故乡、敬远方……

月圆中秋，家乡味道。中秋前
夕，由豫酒金花皇沟酒业发起的一
场暖心活动#我的家乡特别香#登上
了微博热搜，阅读量突破 2000 万，
引发众多网友的点赞和热议：每一
场游子归心似箭的奔赴,就是中秋
团圆的诠释。而对于很多因打拼事
业、追逐梦想,或因疫情与家人、朋
友无法团聚的人，线上的话题互动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表达思乡情绪的
窗口，皇沟酒用香味唤醒每个人对
家乡的记忆。

随后，省内各大主流媒体官方平
台、社交媒体平台和短视频传播平台
跟进传播。还吸引了郑州、开封、商
丘等多地大V纷纷打卡各地地标赞
美家乡味道。多平台多领域的联动
让这场活动在河南市场上，无论是线
上还是线下都飘出一阵阵引以为豪
的“家乡特别香的味道”。

1 联接情感

以酒为媒敬故乡

“皇沟国永馥合香酒文化庄园”的正式投
产，标志着皇沟酒业以“酒庄”为推手，在品质价
值表达层面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酒业协会理
事长宋书玉在皇沟馥合香酒文化庄园投产仪式
上提出，皇沟酒业始终坚守传统，持续创新，秉
持“酿好每一瓶酒”的初心，在传统酿造工艺上，
学创结合，逐渐形成了“皇沟馥合香白酒”酿造
体系，在白酒品类个性表达上赢得了机遇。

在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的新周期内，作
为豫酒新晋五朵金花，皇沟酒业一是聚焦资
源，精耕细作，做强做大家门口市场，根据地市
场的皇沟发展模式，为豫酒的风格地位提供了
样板和经验；二是在原中国白酒专家组副组
长、皇沟酒业技术总顾问于桥大师的指导下，
历经12载，研酿出多粮多曲同窖酿造的具有酱
头、浓体、清韵、芝麻尾，四香馥合、入口绵甜、
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特点突出的白酒新香型
品类——馥合香型，作为中国馥合香型白酒始
创者，也代表了豫酒风格的发展趋向,为豫酒
的发展作出不可复制的贡献。

经过几代皇沟人的努力，皇沟酒业已成为
拥有中国著名商标、河南四大名酒、五朵金花、
布鲁塞尔烈性酒大赛两金一银、豫酒品质标杆
企业等众多殊荣的豫酒骨干企业，皇沟酒业已
经成为豫酒展示实力风采和绽放独特魅力的
排头兵。

3 站在新起点

馥合香型品类价值引关注

2 “日榜38名”

百万级阅读点燃河南人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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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庄园投产仪式

话题引起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