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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立“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推
进总部产业园开工建设，切实服务落地
企业，郑州市白沙园区管委会近日组织
召开专题会议，对总部产业园首个摘地
项目——平原商会大厦开工建设进行
对接沟通，强力推进。

平原商会大厦项目总投资6亿元，
总建筑面积12.3万平方米，项目将依托
现有高新技术、产学研成果，与重点行
业龙头企业协同创新，吸引上下游企业

落地，打造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和优势
产业集群。管委会招商局在会议上通
过一系列详细数据，介绍了白沙园区近
年来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前景，并对企业
关心的项目用地周边基础设施配套、各
职能部门项目手续办理等问题进行了细
致解答。通过此次专题会议，解决了企
业存在的顾虑，回应了其合理诉求，管委
会以精细化服务企业的恒心，极大地提振
了企业信心，坚定了企业决心。 （王娜）

提振企业信心 力促项目开工
今年以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街

道坚决贯彻上级关于耕地用途“非粮化”专项整改
工作部署，发挥社区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
部齐上阵，全面带动群众配合“非粮化”整治工作。

3月28日，该街道就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
部署，要求党员干部把责任扛在肩头，对本社区

“非粮化”地块类型、面积、分布等情况进行全覆盖、
地毯式排摸，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上图入库。街
道党工委及时对社区摸排情况进行分析和部署，明
确优先整治范围、分类整治措施及工作进度安排。

该街道采取党工委带支部、支部带党员、
党员带群众的“三带”模式，社区党员不仅自己
发挥先锋带头作用，还走进田间地头进行宣
传、沟通协调。各包社区领导、干部及社区“两
委”也密切配合，加强研判，统筹组织人力、机
械等针对新问题、新矛盾及时跟进解决。目
前，该街道已完成2111.44亩整治任务。

下一步，杏花营街道将继续有序有力有效
推进耕地“非粮化”，确保耕地“一亩不少，一亩
不假”。 （张汇彪）

迅速开展耕地“非粮化”整治
近日，由中铁建设集团华

中分公司承建的青岛城市客
厅亮相。建设过程中，充分
尊重原厂房工业遗存建筑风
格，通过保护性拆除、文物修
缮及科技运用，让工业文脉
与科技创新和谐共生，打造
老城复兴与城市更新转型典
范之作。该公司联合同济大
学等多位专家，先后解决超

大尺寸玻璃施工难度大、钢
结构造型精确度要求高难度
大、焊接打磨修补工作难度
大等难题，取得多项专利和
省级奖项。

建造时代精品，服务城市
未来，华中分公司紧紧围绕高
质量发展目标，铸就有温度有
文脉的建筑作品，助力城市品
质提升。 （吴彪 杨少广）

中铁建设集团华中分公司承建的城市客厅亮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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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中原资产公司）与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兴安城市投资
公司）达成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原资产公司
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
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公司。中原资产公司特
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公司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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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3月 1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
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余额（河南天合房地
产有限公司债权基准日为 2021年 10月 20
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应支付给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公
司的利息、罚金、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

其他相关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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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
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负担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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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
与中原资产公司或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公司
联系。

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
凭证为准。

中原资产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联系人：施女士
电话：0371-61777596
许昌兴安城市投资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许昌市建安区兴业大厦8楼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374-5119895

借款人名称

河南天合房地
产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元）

36,677,726.40

利息余额（元）

13,715,896.23

担保情况

抵押：河南天合房地产有
限公司开发的位于许昌
潩水路西侧、瑞贝卡大道
南侧的幸福花城小区二
期南区3号楼在建工程、6
号楼、7号楼在建工程。
保证：侯卫东、席秋红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安阳豫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良债权的处置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拟对所持有的安阳市豫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不良债权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次公告债权共 1户，涉及本金及利息等相

关权益截至债权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30 日)共

计 为 人 民 币 52268215.39 元 ，其 中 本 金

39802000.00 元、利息 12466215.39 元，债权项

目分布在河南省的安阳市。资产明细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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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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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布之

日起1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马先生 0371-61777625

施女士 0371-6177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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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 14日

序号

1

债务人
名称

安阳市
豫大房
地产开
发有限
公司

资产
形态

债
权

债权本金
（元）

39,802,000.00

利息（元）

12,466,215.39

担保情况

朱瑞琴、李河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债务人名下位于安阳市东工路与紫薇
大道交叉口的“家天下王府(二期)”商业
房产2429.36平方米(12套),住宅房产
14202.64平方米(91套)；债务人名下位
于安阳市文昌大道与朝阳路交叉口的
豫大国有土地使用权25990.28 平方
米；债务人名下位于安阳市文昌大道与
朝阳路交叉口的豫大国有土地使用权
5476.5 平方米供抵押担保。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学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8S24101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927737
批准成立日期：2022年 3月 25日
机构住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中路 35

号院1号院1层101号、1-2层 102号
邮政编码：450052
负责人：陈婷婷
电话：0371-55529277
发证日期：2022年 3月 30日
业务范围：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

务；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
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券；从事银
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
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存款、贷款、汇
款；外币兑换；外汇票据的承兑与贴现；贸
易、非贸易结算（国际结算）；结汇、售汇
（含个人结售汇业务）；外汇银行卡的发
行；个人非融资类保函；代理国外信用卡

收单；通过上级行办理代客外汇买卖；资
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
其他业务。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南监管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郑
州分中心

许可证流水号：00927739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并由信用卡中心授权的业务
批准日期：2014年 11月 24日
机构住所：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26号

思达数码大厦4楼
机构编码：B0006L241010001
联系人：陈允亮
联系电话：0371-55619938
发证日期：2022年 3月 30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关于颁（换）发《金融许可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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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鄢陵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0055691
批准日期：2011年 7月 22日
机构编码：000015411024
负责人：伊琳
联系电话：0374-7107099
邮政编码：46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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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住所：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金汇大

道与鄢望路交会处豫中国际商贸城 27幢
127号

以下机构撤销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

公司济源营销服务部
机构住所：济源市学苑西路北侧长基

置业有限公司1号楼东1单元1-2楼商铺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保险监管机
构批准并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
权经营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76410881001

许可证流水号：0146641
负责人：朱华琳
联系电话：0391-6968181
成立日期：2011年 10月 26日
发证日期：2016年 7月 1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南监管局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荥阳支公司
机构住所：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荥泽

路与棋源路交叉口西南侧泰成悦府一期2
号楼106号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以及经监管
机构批准并由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经营的其他业务。

机构编码：000076410182
许可证流水号：0273053
负责人：王文静
联系电话：0371-69560866
成立日期：2009年 3月 17日
发证日期：2021年 4月 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河南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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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知
北京京昌顺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邓
立军、聂宝成：

你方与安阳市和谐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5年 5月 18日签订了《“和煦园”项目
资金合作协议书》，于 2017年 7月 11日
签订了《“和煦园”项目盘活协议补充协
议》，于 2017年 7月 19日签订了《“和煦
园”项目盘活协议》。你方在签订协议之
后并未按照协议的约定如期完成工程建
设，导致“和煦园”小区工程长期搁置。

现请你方在此通知登报之日起立即进场
施工，并按照上述协议全面履行你方权
利义务，如在本通知登报之日起三天内
未进场施工，我方将解除你方与安阳市
和谐置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的上述协
议，并且将保留向你方追偿损失的权利。

联系电话：17337287393
殷都区处置安阳市和谐置业有限公

司案件工作组
2022年4月 15日

近日，中建路桥六公司云南南
汀河大桥项目召开安全教育培训
会，学习劳动防护和安全生产基本
常识、工程现场存在的安全隐患及
防控措施。在防控重大安全风险
上落实安全责任；以严谨细致的态
度，做到防护措施严格执行；严格

加强隐患排查，不留死角；出现安
全 生 产 事 故 要 严 肃 处 理 责 任 人
员。此次培训增强职工安全生产
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为全力实现

“首季开门红”各项目标起到了良
好的安全保障作用。

（宋立波）

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提高员工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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