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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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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编号为ZYZC-H-2019-341的《资产转让协议》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对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

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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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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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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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9月12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8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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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付给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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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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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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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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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陆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东路85号河南自贸大厦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5638460602

公告清单
债权本金
22.76
1,500.00
5,000.00

1,000.00
2,999.99
4,999.99
711.00

971.00
265.11
499.00
928.14

100.00

1,472.00

459.00
354.49

499.00

1,000.00
2,000.00

500.00

966.68
4,500.00

1,000.00
63,983.38

债务人名称
郑州苏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顺凯彩钢有限公司
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新乡华宇电磁线有限公司
河南供销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联通铝业有限公司
郑州供销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宏宇特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亚华安全玻璃有限公司
郑州未来翔隆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华东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鹤壁市东方钰商贸有限公司

开封欧诗宝木业有限公司

禹州市华台机械有限公司
禹州市裕兴电器营销有限公司

河南华粮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淮源方欣粮油有限公司
河南金誉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酒天地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晨光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鸿文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双信炭黑有限公司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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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
保证：张璟、王锋花、金峰
保证：河南顺源宇祥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徐顺卿、李淑玲、刘平均
保证：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顺凯彩钢有限公司、
徐顺卿、李淑玲、刘平均
保证：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韩勇、刘万霞
保证：郑州华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裴广宇、王富刚
保证:河南鸽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荆玲鸽，刘公显
保证、河南万力衡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河南宏盛建筑有限公司、王
富刚、王保宏
保证：河南三力炭素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省奥博纸业有限公司、戴萍
保证：秦亚、殷艳灵
保证：河南诺德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步彦广、王香菊、李卫芹
保证：河南省远征起重机械有限公司、韩永章、王金云；抵押：河南华东起
重机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远征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保证：安阳市洁祥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林州市振林区汇源副食经销
部、蔡东方、谢沅蓉
保证：河南阿凡达精工家具有限公司、河南伯皇实业有限公司、赵付
宽、胡梅花、胡卫平、韩静
保证：禹州市兴运消防器材有限公司、尹书向、尹高远、岳艳霞
保证：鄢陵县超翔电器销售有限公司、襄城县至臻电器有限公司、王
国有、方淑敏、王宗飞
保证：河南省龙头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李文华、杨瑞丽、李杰、谢
雄飞
保证：河南方欣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寇淮、李大红
保证：沈丘县金裕高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三门峡蓝雪包装有限公
司、李中灵、位秀莲、李琼、李飞、陈光超；质押：沈丘县金裕高新包装
材料有限公司49%股权质押
保证：河南祥龙四五酒业有限公司、郑州泰鑫包装印刷有限公司、高
峰、王伟庆
保证：世纪金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张江波、申茹冰
保证：吴江市联泰纺织有限公司、洪祖文、洪天富；抵押：河南鸿文纺
织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和房产
保证：河南东信轮胎有限公司、河南前进铸钢有限公司、董新

担保情况
保证：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刘少林、赵喜花、轩岗领、刘俊锋
保证：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梅全伟、刘庆平
保证：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谢伟忠
保证：丁保勋、丁创生、高素阁、丁连生、李彩红；抵押：丁保勋、丁创生
名下房产
保证：许昌中科达膜业有限公司、河南杜氏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杜世
博、黄洋洋、杜世伟
保证：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瑞信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程向阳、程晓萌、程松阳
保证：刘志杰、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许昌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保良、刘凤琴、李昕远
保证: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李保良、刘凤琴、李昕远
保证：河南许绝电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袁常伟、袁旭辉、肖红宾
保证：河南省龙头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马法周
保证：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通达车轮有限公司、邢记成、
王纪军
保证：许昌通远传动轴有限公司、长葛市宏昌物资有限公司、甄金风、
甄志杰、肖晓燕、张春玲
保证：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宋盛、韩艳军；
抵押：许昌正和纺织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保证：河南久久铜业有限公司、杨金龙、何晶晶
保证：长葛市宇龙管业有限公司、冯根山、王书枝、冯晓伟、冯方
保证：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黄红涛、黄兰生
保证：长葛市众兴钢圈有限公司、长葛市永固建材有限公司、张福建、
程芝妮、张培强
保证：河南世纪宏达铝业有限公司、谢军伟、李龙飞、赵巧红
抵押：洛阳本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
保证：渑池县神龙实业有限公司、程传文、闫孙英、程金龙
保证：中原圣起有限公司、徐书闯、徐明月、徐伟静
保证：新乡市新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祁水生、郭玉芳
保证：新乡市中原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张健、张其雨
保证：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河南云台农林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崔小花、李鲁胜
保证：河南省大河筑路有限公司、河南圣科防腐保温有限公司、张俊
林、梁翠英；抵押：张俊林、梁翠英名下房产
保证：河南省新密正泰耐材有限公司、郑州京华耐火材料实业有限公
司、范建洲、范晓莉、任健均、

债权本金
2,997.00
500.00
2,000.00
581.00

298.00

800.00

1,000.00
2,000.00
3,000.00
1,094.16
464.47
489.00

300.00

2,522.67

2,000.00
1,000.00
260.00
1,000.00

600.00
2,000.00
998.00
1,500.00
1,458.00
1,000.00
888.02

984.90

500.00

债务人名称
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丰隆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贵星铝业有限公司
河南明信包装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欧斯特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首瑞橡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恒丰车轮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恒丰实业有限公司
许昌恒佳发制品有限公司
许昌华元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许昌希福特传动轴有限公司

许昌县远大机械有限公司

许昌县正和纺织有限公司

长葛市辰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长葛市鸿雁实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金隆铝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

长葛市长久金属有限公司
洛阳本草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方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州起重集团有限公司
新乡市力欧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高科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锦绣云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防腐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密市青屏耐火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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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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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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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阿里巴巴终于来了
落户郑东新区智慧岛
为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从协议签署到落地，仅用了半个多月时间

在明确回答了河南提出的“阿里巴巴，中不中？”的问
题后，阿里巴巴终于来了。

9月10日，备受关注的阿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在郑
州完成注册设立。从与河南省、郑州市签署合作协议，到
相关公司落地，仅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9月10日晚，阿里巴巴集团在浙江杭州举行20周年纪
念晚会，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就在当天，阿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大数据发展
有限公司及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注册设立。其中，
阿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为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三家公司的
登记住所都位于郑东新区智慧岛。

郑东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相
关公司的设立，将充分利用和
挖掘河南、郑州的优
势，推动阿里巴
巴与河南省、
郑州市的合
作项目更快
取得实效，实
现共赢发展。

消息
阿里巴巴在郑州设立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金1亿元

8月 21日晚至 8月 22日凌晨，不少人从一些短视频平
台了解到，马云来郑州了。

8月 22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和郑州市政府分别与阿里
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阿里巴巴官方平台推送的消息显示，河
南省政府将支持阿里巴巴在郑州
建设中原区域中心，建设飞
天国产区域平台，支
持阿里巴巴参与河
南数字经济建设。

2017年 2月，郑东新区智慧岛被河南省委、省政府明
确为河南省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核心区及先导区。根
据相关工作计划，力争到 2019年年底，郑东新区智慧岛引
进大数据龙头企业 5家以上，引进大数据企业累计超过
200家，注册资本金35亿元以上。

而阿里巴巴集团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方面有
着显著优势。

分析
为何落户郑东新区智慧岛？

回顾
阿里巴巴与河南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8月21日
马云来郑州了

8月22日
河南省人民政府和郑州市政
府分别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

9月10日
阿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
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及
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三家
公司在郑州完成注册设立

三家公司详情

阿里巴巴（河南）有限公司是由阿里巴
巴（中国）有限公司出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金1亿元，公司法定代表人郅永宽为
阿里巴巴集团战略发展部总监。

郑州大数据发展有限公司是由郑州市
国有产业投资平台公司出资设立的国有独
资企业，主要承担市级“数字政府”、新型智
慧城市、“互联网+”行动和电子政务项目的
建设运行与维护工作，并负责郑州市重点智
慧城市平台和基础设施的运营。

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阿里巴巴
（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郑州大数据发
展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将具体运
营阿里巴巴与郑州市政府在数字经济、智慧
城市、政务服务及金融创新等领域的战略合
作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