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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拟对拥有新野县海润科技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资产进行单户或任意组包对外公开处置。拟处置债权总额150980118.12元，其中本金
110899702.83元，利息40080415.29元（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5月31日），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债权信息如下（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名称
新野县金和粮
油购销有限公
司

新野县海润科
技有限公司

新野县亚克精
塑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新野神力聚能
科技有限公司

新野金泰电子
有限公司

新野县恒辉科
技有限公司

南阳天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市金凯物
资有限公司

淅川县金帝服
装有限公司

南阳四海洁美
洗涤有限公司

南阳初度食品
有限公司

河南益嘉林业
按照有限公司

河南省霞光农
业高科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本金
11991440.71

9999933.91

4000000.00

4900000.00

3999886.88

11500000.00

2994180.23

1199228.64

4797550.74

4700000.00

3999998.96

27000000.00

19817482.76

110899702.83

利息
2723479.54

4172334.77

1187051.47

1801075.7

1765110.00

2777266.78

1767514.67

847862.68

3553330.85

3402216.56

744717.38

6709060.28

8629394.61

40080415.29

本息合计
14714920.25

14172268.68

5187051.47

6701075.7

5764996.88

14277266.78

4761694.9

2047091.32

8350881.59

8102216.56

4744716.34

33709060.28

28446877.37

150980118.12

担保措施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人
杨挺绮、吕志峰

1.马平峰及配偶
周彩侠；2.乔元
怀、齐朝瑾
1.王小山及配偶
李小刘；2.南阳豫
元橡塑有限公司
1.汪子奇及配偶
黄从珍、汪申及配
偶赵育一；2.南阳
市中小企业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
1.新野县俊豪棉
织有限公司；
2.徐新鎏及其配
偶胡志伟；3.付小
丽及其配偶王德
平；4.徐远及其配
偶丁鑫；5.徐喜成
1.新野恒辉油脂
有限公司；2.汤青
良；3.王军合；4.张
军雷；5.王军伟；
6.李征；7.王军林
及配偶张玲；8.张
立功及配偶
沈松盈；
齐喜朝、王春阳

1.裴璋及配偶何
广勤；2.苑金伟
及配偶惠东敏
金子龙及配偶
李凝纳

1.河南小康明华
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2.南阳市民
翔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3.裴岩
鑫；4.李化德
1.南阳市晨丰商
贸有限公司；2.惠
跃先及配偶
李成娜
1.河南奇春石油
经销集团有限公
司；2.邓州市天园
木业有限公司；
3.李春雷；4.王宋京

1.张之洞及配偶
沈苏侠；2.杨梦森
及配偶程俊峰；
3.神州霞光（北京）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人
杨挺绮名下位于新野县城区汉城路西段北侧（在水
一方10号楼）三套房产（新房权证字第091518号、新房
权证字第091519号、新房权证字第091520号），面积分
别为178.76平方米、88.44平方米、192.16平方米；
张丽名下二套房产（新房权证字第020298号、新房权
证字第020299号），面积分别为331.24平方米、415.27
平方米。
位于新野县三里河北路与人民路交叉口东北角土地
（土地证号为新国用（2014）第0887号），
面积9984.1平方米。
债务人名下机器设备132台，办理了新工商抵2017
（11号）动产抵押登记

位于新野县中兴路与汉华路交叉口东北角工业土地
（新G国用（2011）第0819号），面积15840平方米。

债务人名下22台机器设备，办理了淅工商抵字2015
（21）号抵押登记。

位于新野市城区汉城路西段南侧（在水一方11号楼）
房产（房权证新房权证字第020515、010965号），面积
总计1071.28平方米。

位于内乡县城关镇龍禧世家两套房产（房产证号：内
乡县房权证内房字第0123605、0123609号），
面积847.13平方米。
位于南阳市高新区钢材市场13栋428号商业房产
（证号7112295号），面积158.76平方米。

抵押物一：淅川县金帝服装有限公司名下的212台机
器设备，并办理了淅工商抵字201510号抵押登记；抵
押物二：名下位于南阳市卧龙区伏牛路建业桃花岛
房产（1301017441-1），建筑面积301.61平方米。

位于卧龙区卧龙岗乡汉画街建业绿色家园房产（权证
号宛市房权证字第4044796号），房屋面积220.58平方
米，并办理了宛房他证字第1603007152号抵押登记。

抵押物一：1.位于邓州市东一环南段东侧房产（房权
证邓字第340027403、340027408、340027409、
340027418、 340027419、 34002740320、 340027422
号），建筑面积总计7144.93平方米；2.位于邓州市东一
环南段东侧、南二环北侧土地，面积为22610.6平方米，
权证号为邓城国用（2010）第0159号。抵押物二：债务
人名下178台机器设备，并办理邓工商抵登字（2016）
第036号抵押登记。
河南省霞光农业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辣椒籽精选机、蒸发器、空压机、定量封存包等，
共计161项1872套，并办理了2017006号抵押登记。

处置方式：单户或任意组包对外公开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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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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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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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债权在公告有效期内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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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电话/传真：0371-65510257
通讯地址：郑州市红专路82号
邮政编码：45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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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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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节期间，荥阳市公安局治安大
队结合辖区实际，加大对重点位置的巡
逻防控力度，持续推进专项打击行动，有

效净化了治安环境，有力维护了全市社
会治安大局稳定。G

（王冬丽）

荥阳公安局治安大队圆满完成端午节安保工作

注：
1.本公告清单列示为截止到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原借款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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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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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中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担保权依法转让给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及其从权利转让事宜。

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的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开封市九泓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牛先生 联系电话：0371-65510297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19937116527
地址：郑州市红专路 82 号 地址：开封市禹王台区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集聚区苏州路西段3号

2020年 6 月30 日
序号 债务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本金(单位：元) 基准日

1

2

3

开封德龙能源化工

有限公司

河南兴旺饲料有限

公司

河南隆佳农业投资

有限公司

2014 年汴工银关借字第 0114
号、2016 年汴工银关展字第
0809号、2013年汴工银关借字
1213 号、2016 年汴工银关展字
第0809号-1、2012年汴工银关
固借字第0828号、2016年汴工
银关展字第0809号-2

YCS201501029

YCS201501024、

YCS201501042

保证人：房四平、魏秀英；抵押人：开封德龙能源
化工有限公司，抵押物为抵押人名下位于郑杞
公路南侧、经四路东侧土地使用权及6处房产，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6794.80㎡，房产面积合计
为9196.75㎡。

自然人张同震、张仪，河南恒信金融仓储有限公
司、河南隆佳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并由债务人河南兴旺饲料有限公司名下
5500吨小麦提供质押担保（质押物已灭失）。

河南恒信金融仓储有限公司、永城市正汉面粉
有限公司、纪明坤、李莹、纪明春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债务人河南隆佳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名下
9000吨小麦质押担保。

40,749,985.50

7,946,489.26

13,612,556.24

2020 年 4 月 20 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公告清单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10日10时（延时除外）在登封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dfggzyjy.com）对嵩阳南路西侧夜市经济项
目和没收违法的砂石两宗砂石矿产品进行网上公开拍卖：

标的1：登封市嵩阳南路西侧夜市经济项目砂石，估算建筑用砂储
量约70185.71立方米，合计约175464.30吨。

标的2：登封市石道乡陈家门村约2116.2立方米，合计约5290.5吨砂
渣。

竞买人条件：竞买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含：矿产品销售（不含
煤炭）、建筑材料销售（类似），竞买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行为
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拍卖活动（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查询结果为准）；
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和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
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不得参与本项目的拍卖活
动。

有意参与的竞买人，在充分了解标的基本情况和现状等相关信息
后，在公告期内在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址：http://www.dfgg-
zyjy.com）网站完成注册，通过注册账号登录网上产权交易系统提交项
目报名。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7月9日上午11时00分，完成网上报名
后需携带有效证件及相关资质材料到现场报名处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竞买手续办理通过后，竞买人需在公告期内通过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网上产权交易系统交纳竞买保证金，参加标的1竞买的需交纳人民
币100万竞买保证金，参加标的2竞买的需交纳人民币5万竞买保证
金。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为2020年7月9日下午5时00分（以网上交
易系统显示到账为准）。

以上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登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dfggzyjy.com）办事指南。请各位受让人详细阅读网络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及《交割协议》。

预展时间：2020年7月7日~9日17时止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处（登封市嵩阳南路西侧、登封市石道乡陈家门村）
联系电话：13460517921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网 址: http://www.hnpm.cn

拍 卖 公 告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豫拍〔2020〕第39期（总第1657期）车辆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0年7月8日10时

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
cn）公开拍卖桑塔纳、五菱、江淮、长安等车型旧
机动车一批（请关注公司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下
载车辆清单）。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公司咨询详
细情况，交纳1万元的竞买保证金，持有效证件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20年7月6~7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55530519

18003780165
网 址：www.hnycpm.com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河南商报讯（记者 李佳 通讯员
黄勇）入夏以来，信阳市光山县公安交
警结合辖区农村道路实际，采取“三强
化”措施，全力筑牢夏季农村道路交通
事故防线，严防夏季重特大道路交通
事故发生。

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以开展
“一盔一带”主题宣传活动为抓手，宣传

和引导农村交通参与者按要求佩戴头
盔、系好安全带；积极协调县广播、电视
台、广场 LED屏幕等媒介，曝光典型案
例，形成浓厚的社会宣传舆论氛围；充分
发挥农村“两站两员”的职能作用，积极
开展夏季交通安全教育，增强广大交通
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

强化路面交通巡逻管控。针对交通

违法行为易发多发的重点路段，大队交
通指挥室与农村路段视频监控对接，做
到视频巡查和路面巡逻的有机结合，实
现对严重交通违法的实时巡查，有力地
净化了农村道路交通环境。

强化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在重点路
段设置临时执勤卡点，从严查处超速超
员、超载超限、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涉牌

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重点查处长
途客运车辆凌晨上路运行、危险品运输
车辆夜间通行、“百吨王”超载上路、大货
车疲劳驾驶、违法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农村勤务中队每周组织 2次以上整治重
点交通违法行为统一行动，积极营造严
管严查严控的交通管理氛围，在农村地
区形成高压管控态势。

7 月除举办线下招聘会外，河南人才市场还将
开展 2020 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河南分会场活
动，并结合实际需求举办热门行业专场网络招
聘会。

其中，7月 1日、29日举办河南省营销人才网络
专场招聘会，7月 8日举办“助企用工”2020年全国民
营企业招聘月河南分会场暨电子电器、加工制造、信
息技术行业网络专场招聘会，7月 15日举办“助企用
工”2020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河南分会场暨 IT计
算机、行政文秘、工商财务专业人才网络专场招聘
会，7月 22日举办河南省成长性企业网络专场招聘
会，7月 2日、9日、16日、23日、30日举办综合网络招
聘会。

河南人才市场将在7月举办15场招聘会

4场线下招聘会预计提供近万个岗位

光山县公安交警采取“三强化”措施

筑牢夏季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防线

6月29日，河南商报记者从河南人才市场了解到，7月，河南人才市场将通过线
上+线下的模式，开展15场主题招聘会，其中的4场线下专场招聘会预计能提供近
万个岗位。

200多家用人单位预计为毕业生提供近万个岗位

据了解，河南人才市场将于 7月 3日、10日、17日、
31日举办线下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及大中专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

4 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预计将有 200 余家用人
单位参会，预计提供近万个岗位，将涉及大数据应
用、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电子商务、市场营销、人力
资源、会计、法律、机械、通信工程、电气自动化、土

木工程、国际贸易、物流等多个专业，为我省高校毕
业生打造高效洽谈的供需平台，全力助推毕业生尽
快实现就业。

在线下招聘会方面，河南人才市场还将于 7月 24
日举办“助企用工”2020年全国民营企业招聘月河南
分会场暨生产制造、教育培训、互联网服务行业专场招
聘会，为企业提供融才平台。

10场线上招聘会，包含热门行业和专业

扫码阅读招聘
详细日程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