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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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方案做适当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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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施女士 0371-61777596
马先生 0371-61777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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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14日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淮
阳县私立龙都学校等4户不良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4户，涉及本金及利息等相关权益截止至债
权基准日(2021年 9月 3日)共计为人民币 11306.22万元，其中本

金6466.50万元、利息4839.72万元，债权项目分布在河南省的周
口地区。资产明细表如下：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淮阳县私立龙都学校

周口市风阳物资有限
公司

周口市鑫泽商贸有限
公司

郸城县同创同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元）

10,946,873.01

3,308,558.09

2,466,835.95

4,690,000.00

7,829,855.50

0.00

9,470,000.00

25,952,873.00

0.00

利息余额（元）

15,323,720.55

3,364,526.88

3,353,401.37

2,302,843.36

3,257,154.73

226,457.27

4,365,035.04

11,101,272.01

5,102,773.41

担保情况

保证：李桂香、张素华、张尚生、马韶龙、刘文灿、周口禹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淮阳县农民工职业培训学校

保证：张素华、张尚生、张静、张伟、方松、周文军、王春霞、李桂香、常守明、徐波
涛、陈爱荣、李宁华、蔡永萍、徐振、段冰、商水仁济医院、淮阳县农民工职业培训
学校

保证：张素华、张尚生、淮阳县农民工职业培训学校、张静、陈爱荣、张伟、郭铭、马
德力、李杰、刘光音、李桂香、常守明、徐波涛、徐陆军

保证：杨潇凭、杨晓云、杨学志、刘风艳
抵押：周口市泰昊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光荣路西侧、七一路南侧
馥泽园小区商铺，面积共计952.48㎡
保证：杨潇凭、杨晓云
抵押：周口市泰昊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周口市川汇区光荣路西侧、七一路南侧
馥泽园小区商铺，面积共计810.59㎡
保证：申磊、刘小静、申琳木、申宗奎
抵押：债务人名下位于郸城县新华路西段南侧西三环路东侧中州国际温泉酒店
房产，面积共计12752.56㎡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淮阳县私立龙都学校等
4户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孟向东 杜福建 杨巍巍 杨超男

10 月 12 日，天高云淡，阳光明
媚。走进南阳市桐柏县淮源镇老湾村
幸福大院，笔者看到，几位老人聚在树
下，一方桌，一杯茶，一盘棋，边讨论着
棋局走向，边聊着家常，欢声笑语不时
传来，一派其乐融融的幸福景象。

“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想离家
太远，政府就把幸福大院建到家门口
来，住得舒服还有人照顾，不给亲戚邻
居添麻烦，非常开心！”入住老湾村幸
福大院的张广春笑眯眯地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近年来，
桐柏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
工作，将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坚持“党委领
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方针，

聚焦老龄化发展需求，优化养老产业
发展环境，使养老产业发展成为改善
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

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建设专班

“为打造适合养老产业发展的营
商环境，我们分别针对民办和公办养
老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采取‘公建
民营’的方式，支持有经验的企业社会
化运营，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不但提
升了群众满意度，也使我们的营商环
境更加优化。”桐柏县委副书记、县长
党建凯告诉笔者。

近年来，桐柏县立足建设生态宜
居的现代化城市的总体要求，成立了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班，建立了养老
服务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将养老
工作纳入乡镇（集聚区）高质量发展考

评和责任制考核范畴，形成了党政主
导、民政牵头、部门配合、合理推进的
工作格局。县里先后出台了有关文
件，对市场准入、用地保障、税费减免、
金融支持、人才支撑等方面做出具体
明确规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养老产
业发展政策框架体系。

优化养老模式 完善养老体系

桐柏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告诉笔
者，自 2019年以来，该县持续开展了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三年提升行动”，
坚持对全县养老机构一手抓扶持，一
手抓规范，探索创新以居家养老为基
础、社会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
的多元化养老模式，取得了良好成
效。为方便居家养老，2021年，桐柏
县在原有 5个日间照料中心基础上，

投入资金 642万元，新建日间照料中
心 4 个，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1
个。在完善服务功能的同时，桐柏县
积极探索实施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模
式，为社区养老中心70周岁以上低收
入、“三无”老年人提供健康体检服务;
为社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提供助洁服
务。随着9所日间照料中心的投入使
用，城镇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实现全覆
盖，真正实现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安
享天伦之乐。在服务好居家养老的基
础上，桐柏县积极推进养老机构全覆
盖。桐柏县机构养老由民办养老机
构、公办综合养老机构、敬老院及幸福
大院等养老机构组成，已覆盖全县所
有城区及乡镇。截至目前，县政府投
入7000余万元资金，升级改造乡镇敬
老院、村级幸福大院、医养、康养等“四

集中”托养机构 56家，实现了县、乡、
村“321”机构设置全覆盖，同步配套
2000余万元管理经费，用于强化和完
善机构内部运营管理。

落实监管责任 提升服务质量

“政府把养老院管理得这么好，老
人们在这里比在家舒服多了！”居民李
清献入住桐柏县安馨养老院后，经常来
看望他的女儿乐呵呵地说道。桐柏县
聚焦事中事后监管，注重日常规范化管
理，全面提升了全县养老服务综合监管
水平。县里不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养老
机构监管工作，规章制度日臻完善。严
格落实县、乡镇政府的养老机构监管职
责，构建县、乡镇（集聚区）、机构三级责
任体系，确保纵向到底；落实监管责任，
明晰民政、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养老机构

管理职能职责，保证横向到边。县民政
等部门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责任，严防管
生产与管安全脱钩断链;乡镇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将养老机构纳入当地监管范
围，防止养老机构管理工作挂空挡。养
老机构负责人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主
体责任，完善设施、加大投入，从源头上
降低养老机构发生事故的风险。不定
期对全县养老机构安全生产开展集中
整治行动，对排查出的问题要求立行立
改。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桐柏县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群众所期所盼，
倾力让老年人生活充满阳光，持续推
动养老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为建
设富强创新开放文明美丽幸福的现代
化桐柏谱写壮美新华章！”桐柏县委书
记贾松啸告诉笔者。

桐柏：养老服务产业化 幸福大院笑声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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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彰显浓厚人文关怀特色
近年来，淮滨县公安局监管所积

极探索管理新机制，大胆实践管教感
化新方法，充分运用政策法治教育，真
情感化等方法，鼓励在押人员主动坦
白交代、检举揭发所外人员违法犯罪
行为，彰显了浓厚的人文关怀特色。

“用心灵温暖心灵，用情感融化坚冰。”
看守所民警程九洲从事管教工作近14
年的时间里，始终以尊重、平等的态度
关注被监管人员的主观体验、尊重他
们独立的意志，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

指导其提高自我关怀能力，得到了被
监管对象的积极配合，每年都有许多
案犯得到深挖，因此取得突出成绩，保
证了监所安全。以落实“教育人、感化
人、转化人、改造人”的工作宗旨，以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为推手，淮滨县公安
局将继续积极探索监管工作科学发展
新思路、新途径、新办法，在监管特色
形成上再上台阶，着力展现淮滨公安
监管队伍新面貌。

（孙久扩）

党建引领 助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今年以来，洛阳市洛龙区太康东

路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号召党员干部
群众积极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带头作用，大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街道党工委坚持把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工作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有机结合，整合辖区党组织和党
员力量，凝聚卫生整治合力，引导党员

干部亮身份、树形象、作表率，带头参
与环境卫生整治提升活动，不断提高
为民服务能力。每周五上午坚持开展

“清洁家园”志愿服务活动，机关党员
干部下沉社区，与党员志愿者一起逐
街逐巷开展服务，做好小区保洁、清理
墙体小广告等工作，为群众营造清爽
有序、整洁舒适的环境卫生，不断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王俊峰）

□申明贵

传承酿酒文化、追思杜康先祖、封
坛盛世美酒……10月 14日，九九重阳
之际，在杜康酿酒生产基地，声势浩大
的2021辛丑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圆满
举行！

九月九，出好酒。在酒祖之乡，千
百年来一直保留着在秋季酿得美酒时
敬拜酒祖的习俗，以此感怀杜康造酒的
恩泽。杜康控股承袭祭拜酒祖杜康之
风，于 2012年率先举行了首届酒祖杜
康封坛大典，成就了豫酒文化典范。随
后的每年重阳，杜康都会封藏当年的好
酒。重阳封坛，已经成为杜康人每年都
要过的重要节日。

年年重阳，今又重阳，岁岁封坛，今
又相逢。2021辛丑年酒祖杜康封坛大
典推出全球“云封坛”，这届封坛大典会
呈现怎样的盛况？让我们跟着镜头，随
着杜康的视角，踏上一条精彩的封坛之
旅。

敬拜酒祖 封坛承愿

“祭祀仪式正式开始，礼请祭祀
官！”

随着一声嘹亮的呼号，杜康祭祀团
队缓步登上祭祀台。焚香静心、敬天洒
酒、进香拜祖。杜康控股以虔诚之心，
正心正身，行至诚之礼。

封坛，“封”的是什么？向内，“封”

的是品质；向外，“封”的是文化。每一
次封坛，封藏的不仅是一缕清香，一坛
美酒，更是一份积淀，一腔热烈的向
往。封坛时刻，在华夏第一窖现场，18
位封坛嘉宾、九坛封坛原浆，杜康以“九”
喻“久”，唯愿酒企与嘉宾“长久长寿”。

吉时已至，金笔题字，玉手封坛。
这一封，时间与酒水交融共生，相互成
就。这一封，匠心与期待相融共生。酒
祖杜康封坛原浆入窖封藏，静待五年的
时光淬炼，酿成一坛琼浆玉液，再与君
相约，共启佳酿。

见证匠心 荣耀开坛

这场声势浩大的酒祖杜康封坛大

典，是酒祖文化的集中体现，也是杜康
企业担当的又一次延续与传递。以封
坛大典为媒，将杜康感念酒祖恩德、弘
扬酒祖文化、守护匠心技艺的初心弘扬
四海，祈愿中国的白酒能永远留存，在
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矗立不倒。

大典现场还进行了2016版“酒祖杜
康小封坛、酒祖杜康·名仕封坛·太平景
象”以及“酒祖杜康·荣耀”的问世发售。

酒祖杜康小封坛，每一坛都要历经
180天双轮发酵、五年地窖坛藏、1800
多个日夜的时光流转，方能酿成如今的
静雅柔和。时至今日，2016年封藏的
原浆酒已在华夏第一窖存满整整5年，
正式开始发售。

值得一提的是，酒祖杜康小封坛每
一年的发售量不是取决于当年的酿酒
能力和生产能力，而是取决于5年前封
坛酒的存酒量。根据2016年封坛酒的
存酒量，今年2016版酒祖杜康小封坛，
全年发售量 46万坛！除此之外，两款
封坛纪念酒也以精致的设计和典雅的
造型，吸引了云端诸多网友的目光。

象，瑞兽，厚重稳行，能驮宝瓶，故
有“太平有象”之说，寓意河清海晏、民
康物阜。河南简称豫，“豫，象之大
者”。先秦时期，河南因森林茂盛、气候
温润而盛产象。殷墟妇好墓的 3件国
家级文物，也证实了河南与象文化的关
联，大象也成为河南最初的代表符号。

酒祖杜康·名仕封坛·太平景象，造
型庄重，气势朗阔，大器已成而锋芒不

露，繁复之处亦极考工艺。不仅具有极
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更意寓四海升
平、吉祥平安。

现场还进行了“酒祖杜康·荣耀”的
限量发售。“酒祖杜康·荣耀”是2021辛
丑牛年封坛大典特别纪念款产品，数量
极其有限。以匠心之艺，酝浓香珍酿，
以东方国礼，铭中国时刻。承华夏千秋
豪情壮志，见家国情怀一脉相承；传岁
月浓香，酝吉祥祝福，世代相传。

同时，2021 辛丑年酒祖杜康封坛
大典纪念礼盒限量上市发售。该纪念
礼盒包装设计新颖，盒型酷似月光宝
盒，内有乾坤。礼盒内青坛、玉坛各一
瓶，瓶身采用冰裂釉面工艺，温文尔
雅。盒内附赠以杜康小封坛经典瓶形
打造的实木文化书灯，结合源远流长的
杜康白酒文化，高端大气。

沉浸体验 探秘杜康

“水为酒之血，粮为酒之肉，曲为酒
之骨，文为酒之魂。”千百年来，世人对
杜康美酒念念不忘，无不归功于杜康

“水、粮、曲、文”的完美契合。本届封坛
大典首次为世人揭秘其中奥义。

封坛大典外场主持人化身探秘达
人，与杜康讲解员一起，带领数千万网
友探秘杜康造酒遗址公园。这是中国
酒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与内涵是中华
民族的瑰宝。站在这里，仿佛能听见中
国酒文化汤汤大河始流的声音。

探秘之旅首先来到杜康酒泉，它被

称为“天下第一奇泉”，是杜康河畔保留
下来较大较完整的泉口，也是当年酒祖
杜康酿酒取水之地，一年四季，清澈碧
透。古泉之下层层玄武岩构造，产出了
含硒、锶等 40多种益于人体健康的微
量元素。优质的泉水造就了五彩鸳鸯
虾、双黄鸭蛋、龙凤胎、长寿村等神奇景
象，亦成就了传承千年的醇美杜康酒。

刻着历史年轮的古老柘桑树，充满
历史厚重感的杜康祠，泛着阵阵酒香的
刘伶醉酒典籍。如果说杜康造酒遗址
公园里的亭台楼阁、桂户雕梁、碑文书
刻皆是历史的诉说者和见证者，那么酿
酒车间的酒曲和酿酒人便是历史的创
造者。

进入杜康酿酒一车间，扑面而来的
浓郁酒香让人欲罢不能。放眼望去，酿
酒的师傅们正热火朝天地在酿酒的各
个流程上忙碌着。拥有多年酿酒经验
的张主任向我们讲述了杜康酒的酿造
工艺。

继酿酒车间之后，探秘之旅来到华
夏第一窖。杜康地下酒窖通过自然和
人控的温度、湿度、光度、空气纯净度等
储藏条件，使封坛原浆酒处在相对恒定
的技术状态下，时间越久，风味越醇
美。在这里，每一坛酒都有着自己的
传奇，随着杜康讲解员的娓娓道来，探
秘人带领着屏幕那头的千万网友，边
走边看，边听边记，这一趟探秘之旅，不
虚此行。

盛世封坛 振兴豫酒

为深度传播中国白酒文化，进一步
扩大参与范围。2021辛丑年酒祖杜康
封坛大典“云封坛”，力邀中国主流媒
体：凤凰网河南、大河网、猛犸新闻、映
象网、中华网河南、大象新闻，多个角
度、不同视觉，全程直播，为屏幕之外的
数千万网友奉献一场“沉浸式封坛大
典”。屏幕虽小，文化颇深，直播期间，
累计观看人次数百万，共同关注着光辉
灿烂的酒祖文化。

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
专班办公室主任、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
工程师、一级巡视员姚延岭，洛阳市杜
康转型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洛阳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牛凯歌，汝阳县人

民政府县长赵振峰等领导纷纷采用视
频祝福的形式，对 2021辛丑年酒祖杜
康“云封坛”大典给予殷切期望与深切
祝福。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使命要有新
作为。杜康当紧紧抓住豫酒振兴这个
重大历史机遇，继续坚守以品质为核心
的工匠精神，全力提升杜康品牌，持续
夯实市场基础，在豫酒振兴中承担起更
大的责任与使命！

欢歌忆过往，豪情寄未来。气势如
虹的2021辛丑年酒祖杜康“云封坛”大
典虽已圆满礼成，但无数杜康人奋斗追
梦，力图复兴的雄心还在继续。

昨日的辉煌已经载入历史，杜康的
今天正在由无数兢兢业业、敢于创新的
杜康人手中创造，有理由相信，杜康的
明天势必更加美好！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保险许可证》的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核准，以下机构取得《保

险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
司南环营销服务部
许可证流水号：00055921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并经上级公司授权的业务。
机构编码:000025410104006

批准日期：2008年 8月 22日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
路东，陇海路北荣汇国际大厦12层1215号。
负责人：崔锴 联系电话：0371-60116068
邮政编码：450000
发证日期：2021年 9月 18日

2021辛丑年酒祖杜康封坛大典举行
沉浸体验 云端开坛

封坛大典现场

嘉宾封藏佳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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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造酒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