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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债务人、保证人等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处置方式：单户或任意组包对外公开处置。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

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0371-65510257
通讯地址：郑州市红专路82号 邮政编码：450008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72916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拥有的郑州市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户债权进行单户或任意组包处置，以下
11户债权拟处置贷款本金合计为375,379,195.99元，利息合计196,974,964.03元（利息暂计算至2019
年9月30日），债权金额合计572,354,160.02元。贷款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具体情况如下表：

资产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工行包

民生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工行包

债权利息（人民币元，利息基准日

为2019年9月30日，以后另计）

7,401,017.37

34,673,212.73

25,506,660.21

19,855,279.17

95,926,934.00

1,160,237.98

1,279,714.09

3,480,302.16

1,687,091.10

4,021,499.95

1,983,015.27

债务人名称

郑州市基正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大禹物流有限

公司

豫港企业（郑州）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汽车交易中心

(河南)有限公司

长葛市卓越房地产

有限公司

河南铂思特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巩义市金明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

郑州三念食品有限

公司

河南春胜耐材有限

公司

郑州市金博电子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尼德企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物：郑州市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梧桐街南、西四环路东的20200.4平方米

住宅及商业在建工程，保证人：张福喜、张喜

梅、卞琨。

保证人：白铁岭、冷晓雨、郑州豫盛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抵押物：禹州市尚庭置业有限公司位于禹

州市钧台办三里村40000平方米的商业用地抵

押，土地使用证号：禹国用（2011）第12-0176号、

禹国用（2011）第12-0177号二宗土地。

河南豫泰商厦有限公司担保

河南豫泰商厦有限公司担保

抵押物：卓越公司开发的位于长葛市彭花公路

北侧“卓越·香格里拉”滨河商业26831.15平方

米、小区中部别墅7971.42平方米在建工程；质

押物：卓越公司100%股权质押；保证人：王娜、

李平安、魏红勋、魏银河。

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18号C座

7层710号、711号的959.96平方米办公房产；保

证人：谢富强、谢朝杰。

抵押物：巩义市金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位于巩

义市河洛路南20878.35平方米其他商服用地；

保证人：石阳、王桂阁。

抵押物：郑州市百智商务有限公司位于新郑市

人民东路南侧54636.04平方米工业用地；保证

人：李政威、韩笑宇、史俊、王书兰、韩卫民。

保证人：河南胜达耐材有限公司、冯春生、韩改

银、冯晓磊、景雪亮、弋俊红。

保证人：郑州云鹤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秀

珠、任郑修。

保证人：郑州云鹤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秋

燕、任郑修。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质押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债权本金

（人民币元）

74,942,996.53

90,000,000.00

5,600,000.00

5,000,000.00

135,000,000.00

8,979,998.14

9,770,436.44

14,797,254.55

7,240,000.00

17,248,510.33

6,8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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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要大发展很重要的是要抓交通。
第一个交通枢纽是郑州引以为傲的

米字形高铁枢纽；第二个枢纽是货运铁
路枢纽；第三个枢纽是航空；第四个枢纽
是轨道交通；第五个枢纽是通信。

郑州现在突破 1000 万人，至少应
该有二三百公里地铁。再有，在郑州
500 公里地铁网的外侧，辐射出 4 条或
者 8 条到新乡、许昌、开封、焦作以及
周围地市级的城市轨道，这样整个郑
州大都市圈可能形成的地铁、轨道交
通是 800 公里。

郑州作为一个超级大城市，除了
基础设施、城市空间，公共服务也十分
重要。

标志性的医疗体系、标志性的教
育体系、标志性的文化设施体系等都
要相对齐全，在这三个方面郑州要下
点功夫。

郑州市未来 10多年要占河南省 20%
的人口，30%的GDP，40%的教育、卫生、文
化等公共服务。总的目标是要实现贸易中
心、交通枢纽、经济中心。

这将涉及巨大的投资，包括五六千
公里的城市道路需投资 5000亿元，七八
百公里的地铁轨道交通需投资 4000 多
亿元，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需投
资 2000多亿元等，大约共需 2万多亿元
的投资。

（节选自《全球化》）

2018年郑州城市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黄奇帆近期撰文关注郑州今后的战略定位与发展重点

郑州作为国内大城市
搞规划要有“三个圈”的概念

22:18，李想看了一眼时间，“今儿
挺早，下班！”他小小地庆贺了一下。
李想已记不清最近多少次在凌晨回家
了，今晚能 10点就完工实属幸运。在
一家规划设计院工作的他，最近正在
进行新项目，加班成了生活常态。

李想的新房在大学南路南四环，
从单位出发，骑电动车最快也要 40分
钟。在二七新区买房是纯刚需，这套
新房是爸妈拿出 25万元、自己工作攒
下 10万元才凑出的首付，每月房贷近
5000元，李想不敢奢望去三环里买房。

早上 7点出门，夜里 11点到家，每
天吃着 10元的盒饭，不敢有辞职的想
法，买房也只能看四环外。李想这个
拆二代，为啥混到了这地步？一切还
要从老家讲起。

从郑州市区沿着机场高速一路向
南，开车40来分钟，从薛店高速口下站，
一会儿就到了李想的老家，如今叫做航
空港区新港办事处安置区。这里曾和
其他农村并无二致，村子以农耕为主，
农闲时村民外出打工贴补家用。

2013年，国务院批准《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同年，李
想老家墙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资料显示，2013年新港办事处拆了近

500万平方米，包括11个行政村，22000
多口人。2015年，第一套安置房拿到
钥匙，告别了院子，住进了高层，丢掉
了锄头，村民们开启了市民的生活。

像陈寨、庙李这类城中村，拆迁前
一家就有几十套单间来收租，月入上
万元。港区的拆迁户，却是从村民到
市民的跨越。

“拆迁时，每人补偿60平方米的住
房面积，每人再交 4.8万元的购房款。
我们家 4口人，最后选了 1套 120平方
米、2套60平方米的房子。”李想说。

目前南港正在建设期，没什么外
来人口。除去自家住的，两套 60平方
米的房大概每套能收 600元/月，这还
是最理想的状态。像郑州城中村里一
样当包租公并不现实，拿着父辈的拆
迁款坐吃山空更不可能。

“拆迁后的回报，远没有大众想象
的多。”李想这么总结道。

家在航空港区 我感觉自己是个假的拆二代

家里分了几套房
子，为什么还要买房、当
房奴？扫码了解李想和
他的朋友更多故事

更多精彩分
析，请扫码查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重庆市原市长黄
奇帆，近日在《全球化》上撰文，关注郑州今后的战略定位与发展重点。

郑州在 2018年实现了三个指标一
起突破，第一个是常住人口突破了1000
万人，第二个是市域建成区突破 1000
平方公里，第三个是GDP突破 1万亿
元。标志着郑州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郑
州的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可以给郑州几个定语：一、郑州是
我们国家的超级大城市；二、郑州要成
为国家中心城市，将是经济中心、贸易
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三、郑州是
中原地区城市群的领头羊，形成以郑州
为中心、为枢纽的一个城市群。

郑州在 2018年三个里程碑意义的
指标突破以后，按照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需要，应该有“一二三四”的目

标。一是省会城市的占地面积大体上
是省土地面积的5%~10%；二是省会城
市、中心城市的人口一般应该占全省
人口的 20%左右；三是省会城市的国
内生产总值应当达到全省GDP的 30%
左右；四是中心城市的服务业，包括
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市场主体的服
务业和服务贸易应当占全省同类行业
比重的40%左右。

作为超级大城市搞规划就要有三
个圈的概念，一是城市本身的 2000、
3000平方公里核心圈的规划；二是大
都市圈的规划；三是超级大城市同
200~300公里半径内关联的其他大城
市、特大城市形成的城市群规划。

作为超级大城市，郑州要有三个圈的概念

郑州至少应该有二三百公里的地铁

拎串钥匙、收
收房租、开着豪车，
这是大众对于拆二
代一贯的认知。但
作为郑州航空港区
的拆二代，1992年
生的李想，和想象
中腰缠万贯的故事
不一样。

小区楼下，村民在晒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