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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把““精准精准””贯穿脱贫攻坚始终贯穿脱贫攻坚始终

1月9日，来自河南省
滑县、四川省布拖县、陕西
省柞水县的三位县委书记
作为代表，亮相国务院新闻
办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共话脱贫攻坚。

滑县是全国28个率先
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之一。截
至目前，滑县脱贫人口由
2014年的13.7万人降为截
至目前的1.7万人，贫困发
生率由10.1%降至为目前
的1.19%，87.7%的贫困人
口实现了脱贫摘帽。

见面会上，面对记者的
问题，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
娓娓道来，和大家分享了脱
贫攻坚一线的体会。

三年脱贫攻坚路的“酸辣苦甜”

郑州管城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未来花园社区
三措并举开展楼院整治行动

为巩固楼院环境卫生整治成果，使这

项工作逐步向日常规范转变，城东路街道

办事处未来花园社区采取三措施，对楼院

进行整治。一是强化领导、健全组织、明

确责任；二是注重引导宣传教育；三是建

立长效机制管理。(杨丹)
登封市君召派出所
严查黄赌、危爆、寄递类案件

登封市君召派出所社区民警严格按

照上级“平安守护”工作要求，加强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管理，深入学校、深入公共场

所、深入人员聚集区、深入居民家中宣传，

鼓励群众积极检举涉爆线索，严厉打击涉

黄，涉赌，非法私存、使用爆炸物品和烟花

爆竹，寄递物流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韩丽）

迎风斗雪保畅通 热心救助暖人心
近日，积雪深厚、路面冰滑，洛宁县

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马怀

庆，政委葛现通带头清扫机关院内及院

外道路积雪，全体民警铲的铲、扫的扫，

争先恐后，干得热火朝天，让寒冷的天气

显得暖意浓浓，为出行的车辆、过往行人

提供了安全便利的道路交通环境。为保

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洛宁公安交警大

队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积极有效处

置应对，大队领导靠前指挥，全员上路，

坚守岗位，铲雪除冰，疏导交通，提醒过

往车辆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加大对客

运车辆安全检查力度，积极救助遇险车

辆安全通行，全力消除交通隐患，在全县

各交通要道留下了洛宁公安交警温暖而

忙碌的身影，构筑了一道道亮丽的雪中

风景线。（张伯伟）

齐抓共管 推进见义勇为联动协调机制
常态化

1月2日，洛宁县召开《河南省见义

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学习宣传部

署动员会，县政府副县长、公安局党委

书记、局长马怀庆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

讲话。县人大、政协、公安、教育、民政、

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

建设、卫生和计划生育、司法局等有关部

门参加了会议。会上，马怀庆指出，社会

需要见义勇为，人们呼唤见义勇为。为

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

扬社会正气，需要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和相关部门的沟

通和协调，充分发挥指导作用，认真履行

职责，做好奖励和保护政策规定的贯彻

落实，在全县形成各部门通力协作、紧密

配合、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张伯伟）

沁阳交通安全宣传进农村
为了加强农村道路交通安全，近日，

沁阳市公安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走进辖区

村庄开展冬季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深入浅出地讲解道路交通安全基本

常识，重点讲解了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

为的危害性和法律责任，提醒广大农民群

众在日常出行中，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提

高自身交通安全防范意识。（贾长利）
沁阳交警安全宣传进校园

为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安全意

识，1月10日上午沁阳市公安交警大队

组织民警走进沁阳市一中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进校园活动。民警向同学们详

细讲解了礼让斑马线对机动车驾驶员的

具体要求，同时提醒同学们在通过斑马

线时要快速通过，不能在斑马线上嬉戏，

不能边走边看手机等。（贾长利）

河南省新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推广于一

体的生态能源研发、培训和推广基地。

公司下设有研发部、推广部、市场部、销

售部、培训部、生产部等，国家知识产权

局已授予20多项专利证书。目前，该

公司自主研发，用工、农、林、生活垃圾

及农作物秸秆等生产出炭、油、气。

制炭设备和有机质炭基肥项目已进

入全面市场推广阶段，现诚招战略合作

伙伴：公司负责向合作方提供以上所有

专利证书、肥料生产许可证、商标和有关

资料；厂房所有设备供合作方独家全权

使用（不得转让和出租）；公司负责合作

项目的所有技术研发，所研发的新产品

归运营方所有；公司随时为合作方提供

有关技术服务和咨询。合作方全权管

理，人事、财务、营销全归合作方；研发人

只负责研发和技术更新，不参与管理；

合作方可对本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评估

后归运营方所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用

于启动炭基肥全自动生产线。如有合

作意向，请与研发人朱建收联系。

联系电话:17335968911

【中国产经新闻报】请问，扶贫决胜

期间从县委书记角度来讲，你认为存在

哪些困难？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精准？

【董良鸿】你提问中涉及很关键的问

题，精准。精准是整个脱贫攻坚过程中

的基础和前提，没有精准后面的工作成

效无法保证。中央要求的精准，最根本

的是脱贫政策调整的前提。精准最终想

达到的目标，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使

脱贫政策帮扶到最需要帮扶的领域和人

群。无论是我们滑县也好，任何县域经

济发展过程中，脱贫过程中，必须把精准

牢牢记在心上。

河南讲“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

定”。“一进”，进家里看一看，或者换个

说法，我们调研贫困户是不是贫困户、

符合不符合贫困户条件的时候，一看

房，二看粮，三看家里有没有读书郎，四

看收入稳不稳，五看劳力强不强，六看

群众认不认。这还是精准识别第一关

口。有了精准识别才有精准施策，才有

项目的精准对接，才有成效或者精准帮

扶，等等。精准识别以后，之后的精准

施策是有保障的。在今后两年中，我们

要把精准贯穿脱贫攻坚工作始终，要坚

守一条底线。

诚招战略合作伙伴

【中央电视台记者】2018年新年贺词

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及脱贫攻坚的时候

提到八个字，就是“尽锐出战、精准施

策”。作为脱贫攻坚基层的第一责任人，

县委书记肯定是尽锐出战，请问从事这

项工作有什么感受？另外，精准施策方

面又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董良鸿】作为县委书记，在脱贫攻

坚中最大感受是责任大、压力大、工作强

度大。感受也来源于几方面，比较强烈

的一点是，脱贫攻坚这项工作所涉及的

工作面前所未有，按照中央要求，不留一

人、不落一户，工作面涉及从上到下的贯

通。二是工作难度前所未有、工作挑战

前所未有，工作标准要求之高也是前所

未有。滑县作为已经脱贫摘帽的县，回

首走过的三年脱贫攻坚路程，我想用“酸

辣苦甜”四个字概括我的感受。

“酸”。脱贫攻坚的初始阶段，我们

下去调研过程中看到一些少数困难群

众，在“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保障条件

没有达到的时候，他们有病得不到及时

救助、医药报销不能及时保障，家徒四

壁，基本取暖条件都达不到，甚至极少数

的家庭孩子上不起学，家庭看不到未来

时候，真的是有一种酸楚涌上心头，也深

感自己肩上脱贫攻坚责任重大。

“辣”。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全面展

开，脱贫攻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推动过

程中，我们遇到了方方面面的困难、挑战。

这些困难和挑战辣味十足。我们有群众的

不理解，干部的埋怨情绪，有社会对我们的

困惑、不理解等，甚至也有极少数贫困群众

的不配合，也有思想观念陈旧方面的问

题。这些问题在推动过程中，必须一步一

个脚印，一个一个来解决。三年走下来，辣

味十足，辣得虽然有口劲，但是也很有成就

感，锻炼了干部，现在回想，辣得值得。

“苦”。伴随着脱贫攻坚全部过程。

我们深深体会到脱贫攻坚没有捷径可

走，必须下苦功夫、下硬功夫、下足绣花

功夫，方为取胜之道，这份苦我们付出

了，才有了脱贫摘帽的成果。

“甜”。我们三年攻坚路走下来，回

首自己的付出，甚至有一些同志所受的

委屈，我们的这种坚守，回头看感受到群

众的变化，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一点。在

群众的眼里，脱贫攻坚的路走下来，从村

容村貌来看，路通畅了、路灯亮了、环境

美了。我们的驻村干部作风硬了、距离

近了、感情深了。脱贫群众回头看自己

的时候，底气足了、心气顺了、笑脸多

了。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是阶段性

的，脱贫攻坚仍然还有很长路要走，仍然

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但是我们坚信，这

种变化随着脱贫攻坚进程和小康的发

展，笑脸会越来越多、成效会越来越好。

【香港大公报记者】请问，这两年扶贫

攻坚中最受欢迎的扶贫政策，您认为是什么？

【董良鸿】河南省要求把扶贫车间建

到贫困户家门口，比如枣村乡小屯村的扶

贫车间，就是设在本村的产业扶贫就业基

地。60多岁老太太抽空在村里的扶贫车

间务工，每天能赚一二十元。想来就来，

干完就回家，赚的工资买肉、买面条，觉得

自己脸上特有光彩。这种扶贫车间改变

了乡村社会风气，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

在脱贫攻坚产业扶贫过程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有农民自编了一首打油诗：“门

口就业真好，兼顾一家老小。转移就业一

人，实现全家脱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董书记

介绍一下，滑县已经脱贫摘帽，下一步的

发展规划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董良鸿】滑县作为脱贫摘帽县，实

际上对全县上下而言，包括对各级干部

而言，脱贫摘帽只是作为我们阶段性的

一个目标。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脱贫摘

帽县下一步的发展有明确定位，要把脱

贫致富奔小康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

说，滑县脱贫摘帽只是一场中考的话，后

面的致富小康是一场大考。实际上脱贫

摘帽往后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结

合滑县实际，下一步的工作应该用三句

话来表达我们的工作安排和部署。

第一句话，巩固成果不松劲。脱贫摘

帽只是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巩固脱贫成果

仍然有大量工作要做。比如思想观念问题

上、产业发展上，在“两不愁、三保障”各项

成果的进一步提升上都有大量工作要做，

下一步巩固脱贫成果至关重要。现在初步

考虑投入不减、力量不减、队伍不撤、措施

同步跟进，巩固脱贫成果。

第二句话，保持清醒不迷向。脱贫

致富小康这个大方向是我们一定要坚守

和推进的方向，要认真贯彻落实好十九

大精神，包括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县域

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部署在滑县的具

体化、项目化、台账化。比如乡村振兴工

程，在一个传统农业大县怎么搞，下一步

脱贫成果、产业发展如何和今后的工作

有效衔接，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做好规

划、抓好项目，一步一个脚印往前推进。

第三句话，同步小康不掉队。有了

脱贫成果的巩固，有了规划的谋划，千言

万语汇总到最后还是要抓落实。工作是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这样走下来

了，酸甜苦辣都有，脱贫攻坚这几年凝聚

的精气神、作风转变形成的好传统，已经

成为我们致富奔小康的宝贵财富和强大

精神力量。

下一步，我们将把脱贫攻坚的好传

统、好做法传承下去，继续以赶考的勇

气、攻坚的锐气、成事的底气，使滑县的

脱贫致富奔小康能够力争走在前列，起

码在全面小康进程中不掉队，作贡献。

【中评社记者】各县都打造了以电商

平台为主的扶贫项目，它现在的扶贫效

果和实施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

【董良鸿】从省级层面就有电商扶

贫专项资金，从县级层面要拿出资金和

一些电商进行专项对接。电商扶贫最

大的好处就在开拓市场这一块，借助这

个平台减少营销成品，同时扩大产品知

名度。现在滑县使用电商的人群，有做

土特产的需要网上销售，还有淘宝培育

的一些骨干，在农副产品网上销售额3

亿到4亿，就扶贫成效来讲，它还不占

主导地位，但是已经开始逐渐成长壮

大。本报综合
扶贫车间受欢迎

摘帽是中考小康是大考

坚持把“精准”贯穿脱贫攻坚始终

电商扶贫逐渐成长壮大

“拒绝毒驾从我们青年做起，不仅

仅是对个人、对家庭负责，更是对社会

负责……”日前，正阳县公安局民警在

辖区真阳镇大街上向群众宣传禁毒知

识。连日来，该局组织民警进村入户、

走上街头，通过发放宣传单、布置展板、

开展法律咨询等形式，向群众宣传禁毒

常识，深受群众好评。张耀中摄

正阳：拒绝涉毒从我做起

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滑县县委书记分享脱贫攻坚心得滑县县委书记分享脱贫攻坚心得

11月月99日日，，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言滑县县委书记董良鸿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言。。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周五023 勒沃库森VS拜仁慕尼黑
比赛时间：2017.01.13 03:30
勒沃库森冬歇期前最后一轮客场4-

4战平汉诺威96，连胜势头被终结，但各
项赛事已经连续14场不败，最近安排的
两场热身赛，球队2-1战胜菲尔特、2-2
战平德丙的明斯特普鲁士，伤愈复出的
阿拉里奥第二场比赛梅开二度，贝拉拉
比在该场比赛受伤下场，但本周中已恢
复训练，同时复出的还有贝利和基斯林，
文德尔本场也解禁复出，药厂可以完阵
出击。拜仁上周结束多哈拉练返回德
国，基米希流感初愈，可能缺席本场比
赛，莱万和胡梅尔斯受伤病困扰，训练并
不系统，冬歇期间，俱乐部从霍芬海姆引
进了高中锋瓦格纳，瓦格纳在对阵阿尔
阿赫利的友谊赛中取得进球，诺伊尔和
蒂亚戈仍在养伤。拜仁已经连续5次做

客未能击败药厂，加上目前阵容不整，此
战仍不宜过度高看。

周五024 谢菲尔德联VS谢菲尔德
比赛时间：2017.01.13 03:45
谢菲尔德联上周末足总杯客场1-0

击败伊普斯维奇晋级，上轮联赛，他们客
场1-1战平徳比郡，前锋布鲁克斯还需
要一周时间休养，另一名前锋埃文斯则
伤愈待命，后卫弗里曼因膝伤缺阵。谢
菲尔德星期三上周末足总杯客场0-0被
卡利斯尔联逼平，不得不接受择日重赛
的安排，上轮联赛，球队主场0-3惨败给
伯顿，球队本周确定此前在德甲执教的
荷兰人吕许凯为新帅人选，后卫亨特、卢
文斯和中场班南因伤缺阵，门将韦斯特
伍德恢复训练，但本场能否出战存疑。
本赛季首场德比战以谢菲联客场4-2大
胜告终，回到主场再战信心更强，而谢周

三仍处于动荡期，新帅吕许凯接手时间
太短，恐怕难以带来实质进展。

周五025 斯特拉斯堡VS甘冈
比赛时间：2017.01.13 03:45
斯特拉斯堡上周末法国杯主场1-1

战平第戎，加时赛3-2涉险过关，前锋达
科斯塔、布拉亚克和中场冈萨尔维斯各进
一球，后卫恩杜尔、门将卡马拉和中场科
尔尼耶有伤，前锋特里耶伤愈有望复出。
甘冈法国杯主场1-0淘汰法乙尼奥尔，中
场科科进球，球队在比赛中全主力出战，
场面优势明显，曾效力梅斯的中场恩格巴
科托从女王公园巡游者加盟，前锋普里瓦
和卡马拉目前有伤，中场迪多、佩尔西奇
和后卫马丁斯-佩雷拉伤势难料。斯特拉
斯堡拥有主场之利，不过甘冈实力占优，
而且历来擅打中下游球队，有望不败。

周五026 赫塔费VS马拉加
比赛时间：2017.01.13 03:45
赫塔费上轮做客0-2不敌马德里竞

技，遭遇联赛客场3连败，不过最近5个
主场取得4胜1平，此前全勤的门将瓜
伊塔上轮意外被主教练博尔达拉斯安排
在替补席上，本周也缺席了训练，媒体称
瓜伊塔收到了沃特福德、贝西塔克斯、水
晶宫等多支球队关注，其中水晶宫最可
能成为他的下家，转会市场上，俱乐部的
目标是墨西哥后卫阿拉尼斯，主力中场
贝尔加拉仍在养伤。马拉加冬歇期后主
场0-1负于西班牙人，联赛又遭3连败，
18轮过后只有11个积分，仍以净胜球优
势排名倒数第二，新援伊图拉上轮完成
首演，本周俱乐部签下了自由身的前锋
布埃诺，中场阿德里安本场解禁复出，后
卫胡安-卡洛斯、米格尔-托雷斯和中场
迭戈-罗兰等多名球员仍需养伤。马拉
加短暂复苏后又陷入低迷，前9个客场
更是只有1胜8负，客场战绩垫底，而且
两队近4个赛季交锋，都是主场一方取
胜。

周五竞彩强档：药厂全力阻拜仁

1月10日，体彩大乐透第18005期前区开出号码04、09、23、24、30，后区开出号码
08、11。当期全国中出6注头奖。其中，1注为1241万元(含465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
投注头奖，出自上海；5注为775万余元基本投注头奖，分落上海、河南(3注)和新疆。

数据显示，上海中出的1241万元出自静安区，中奖彩票为一张7+2复式追加票，
投入63元，单票擒奖1246万元。河南中出的3注775万元头奖分落南阳(两注)和周
口(1注)。南阳中出的两注775万元出自同一个网点的两张胆拖票上，其中一张为前
区9+后区1胆2拖的胆拖票，投入504元，单票中奖788万元；另一张为前区7+后区
1胆2拖的胆拖票，投入84元，单票擒奖784万元。周口中出的775万元出自6+3复
式票，投入36元，单票擒奖787万元。上海中出的775万元头奖出自松江区，中奖彩
票为一张5注10元投入的单式票。新疆中出的775万元头奖出自克拉玛依市，中奖
彩票为一张11+2复式票，投入924元，单票擒奖788万元。对比可见，采用了追加投

注的上海幸运儿头奖多拿了465万余元追加奖金，单个头奖达到了1241万元。
当期二、三等奖的中奖数量较上期有所增加。二等奖中出174注，每注奖金为

4.88万余元，其中49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2.92万余元。三等奖中出1057
注，每注奖金为3032元，其中361注采用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奖金1819元。

奖号方面，当期前区奖号分布较为零散，共有3个号码04、09、30复制了上期（第
18004期）奖号。04于最近3期连续开出，属于热门号码；09于最近6期之内开出了
3次，属于较热门号码；23、24以连号组合开出，且均为隔期开出号码，尤其是23，于
最近8期之内开出了5次，属于较热门号码；30连续3期开出，属于热门号码。

当期开奖过后，44.35亿元滚存至1月13日（周六）开奖的第18006期，这一水位
较上期稍稍下降。“2元可中1000万元，3元可中1600万元”，届时体彩大乐透开奖值
得期待。 （陈敏）

体彩超级大乐透开6注头奖 奖池滚存至44.35亿元

序号

1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东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东区支行

河南永兆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永大实业有限公司

赵莉、韩志豪、河南永兆粮油
有限公司

郑州赛联商贸有限公司、张
勇、李岩、刘德好

9,989,800.00

7,949,999.26

债权行 担保人 本金债务人 利息

1,976,407.21

974,176.50

根据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
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华融
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以下事项：

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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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告清单所列贷款中凡涉及未到期贷款，因债务
人违反原借款合同有关约定，现公告宣布相关借款合同
项下的贷款于本公告日提前到期。

三、公告清单所列贷款凡涉及最高额抵押担保的，相
关《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抵押物担保的贷款金额
已特定化为附件所列相关贷款金额。

特此公告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2日

基准日：2017年10月20日 附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10月20日
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等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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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

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
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史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714094、65742082
住所地：郑州市农业路东26号

根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
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瑞华
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以下事项：

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包括
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

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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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告清单所列贷款中凡涉及未到期贷款，因债务
人违反原借款合同有关约定，现公告宣布相关借款合同
项下的贷款于本公告日提前到期。

三、公告清单所列贷款凡涉及最高额抵押担保的，相
关《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的抵押物担保的贷款金额
已特定化为附件所列相关贷款金额。

特此公告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8年1月12日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10月20日
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等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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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

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
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联系人：史先生、陈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714094、65742082
住所地：郑州市农业路东26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解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巩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

河南天达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河南羿方实业有
限公司

河南世纪恒昌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金豆豆业有
限公司

郑州鑫鼎建材有
限公司

郑州安捷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郑州市恒泰电材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百年酒库
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天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金航、李云鹏、高明、姚晓
娟、吕育玲

河南世纪恒昌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李雷英、张振国、王海成

河南金豆豆业有限公司、河南
玉林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雅合实业有限公司、孙正
林、于会闯、赵新宇、陈升文

河南经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闫洪方、宋电波

周明军、周高峰

邵天莲、邵环、沙发亮、王林
涛、邓浩、任凯、李云华

53,408,093.39

13,999,999.99

12,950,000.00

12,196,611.65

10,968,805.33

7,997,718.85

7,849,321.60

2,999,447.10

债权行 担保人 本金债务人 利息

7,611,712.86

3,912,950.07

4,527,865.07

5,293,660.71

2,871,665.78

2,379,427.55

4,411,144.78

1,055,860.85

基准日：2017年10月20日 附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