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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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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长垣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3日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名称
奔宇电机集团有
限公司
河南重工起重机
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远起重
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新乡克瑞重型机
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原起重机械有
限公司
河南克瑞集团起
重机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东起重
安装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41010120140000238
41010120140000725
41010120130002940

41010120140002202
41010120140001117

41010120140001119
41010120150000211
41010120140002127

41010120140000985

41010120140000509

41010120140000735

41010120140000983
41010120140000734
41010120130002128
41010120130002175
41010120140001621
41010120140001641
41010120140001623
41010120140001642
41010120140001643

41100120140001859
41010120150000051

41010120150000089

41010120140000898
41010120140000900

担保情况
保证：赵文明、王新法、王秀山；抵押：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桂陵大道南延东侧、纬二路南侧2宗土地（113742.42㎡）和土地上的6套房产，
及位于蒲东区南关工业园区的41392.95㎡5套房产
保证：胡国和；抵押：河南重工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垣县长恼路西侧的62481.33㎡一宗工业用地和位于长垣县魏庄镇工业区22445.32㎡
的15套房产
保证：朱明周、王香配；抵押：河南省恒远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位庄工业区城大路东侧的73754.55㎡土地及地上房产
保证：朱国庆、朱国帅、王香配；抵押：河南省恒远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70台）、朱明周名下位于长垣县位庄镇华豫大道（经三路）西
侧房产
保证：朱国庆、朱国帅、王香配；抵押：朱明周名下位于长垣县位庄镇华豫大道（经三路）西侧的23492.07㎡土地
保证：朱明周、王香配
保证：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抵押：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蒲西区人民路西段路南土地的123106.45㎡土地及30988.87
㎡的20套房产
保证：河南华隆管业有限公司、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抵押：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蒲西区人民路西段路南土地的
123106.45㎡土地及30988.87㎡的20套房产
保证：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抵押：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蒲西区人民路西段路南土地的123106.45㎡土地及30988.87
㎡的20套房产
保证：河南华隆管业有限公司、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抵押：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蒲西区人民路西段路南的
123106.45㎡土地及30988.87㎡的20套房产
保证：河南华隆管业有限公司、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
保证：河南华隆管业有限公司、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
保证：河南省宏远起重机械有限公司、齐景轩、王瑞田；抵押：中原起重机械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垣县位庄工业区的485套机器设备

保证：河南省中原起重机械总厂、胡文静、马明；抵押：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长垣县人民路西段面积为84904㎡的土地和面
积为13010.48㎡的15处房产
保证：河南省中原起重机械总厂、胡文静、马明；抵押：新乡克瑞重型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其名下所有的位于长垣县人民路西段路南面积为
17493.59㎡的土地
保证：河南省中原起重机械总厂、胡文静、马明；抵押：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长垣县人民路西段面积为84904㎡的土地和面
积为13010.48㎡的15处房产
保证：胡文静、马明；抵押：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长垣县人民路西段面积为84904㎡的土地和面积为13010.48㎡的15处房产
保证：河南省中原起重机械总厂、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抵押：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以其名下所有的位于长垣县人民路西段面积为
84904㎡的土地和面积为13010.48㎡的15处房产
保证：新乡克瑞有限公司、付进廷；抵押：河南克瑞集团起重机有限公司以其名下所有的位于长垣县人民路西段面积为84904㎡的土地和面积为
13010.48㎡的15处房产
保证：宋伟轩、王金云、韩巧云；抵押：河南华东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河南省长垣县起重工业园区经六路路西侧的77173.32㎡土地
保证：宋伟轩、王金云、韩巧云；抵押：河南华东起重机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河南省长垣县起重工业园区经六路路西侧的5876.76㎡房产

本金余额
25000000
24999776.77
27627139.99

9996353.8
5000000

5000000
8000000
13000000

2000000

16600000

4000000

8000000
16000000
29999531
40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000000
2000000
3000000

10000000
4000000

9957723.83

16999997.36
3000000

利息余额
48617109.06

27822676.32

24370462.74

29317128.37

59288667.65

39127777.72

20360040.55

担保合同编号
41100520140003866号《最高额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50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20130078065号《保证合同》、4110062013000545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52014003878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418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35361《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218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35365号《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218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520140038788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41100120140067522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87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31050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87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17506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87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23861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87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31046号《保证合同》
41100120140023856号《保证合同》
411005201300598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41100620130004364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53903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7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54348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7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53914号《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328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54351号《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328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54352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7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59302号《保证合同》、4110062012000379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50005042号《保证合同》、411006201500001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50006447号《保证合同》、41100620150000107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28951号《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163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41100120140028954号《保证合同》、4110062014000163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注：如公告清单公告信息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不符，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为准。

根据栗建波与许昌新宝利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栗建波已将其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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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新宝利商贸有限公司。现栗建波与许昌新宝利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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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新宝利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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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
新宝利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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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建波

许昌新宝利商贸有限公司
2020年07月13日

序号
1

债务人
许昌圆辰商贸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2015 年（襄县》字 0022
号

担保人
债务人名下2300.78平方米商业用地，以及地上
5271.46平方米商业用房提供抵押。张晓利、李伟
涛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

本金（万元）
2380

基准日

联系人：栗先生 联系电话：18738103711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800399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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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新宝利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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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中“保证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公告清单

栗建波与许昌新宝利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赵先生来到郑州已经 10多年了，
一直在这里做建材生意，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他生意惨淡了很多，直到最
近才慢慢有了起色，“但其他地区疫
情出现了反复，郑州刚恢复点‘元
气’，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反复，影响郑
州经济运行回稳向好的态势？”

赵先生的担心也是许多人想问的
问题。

据郑州市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今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郑
州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复工
复产复商复市扎实推进，二季度以来
各项主要指标企稳向好、逐月回升，经
济运行基本面总体稳定。

郑州市还结合实际及时出台了应对
疫情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30条、促消
费增活力稳增长10条、扩大有效投资11
条、为民造福10条等系列政策举措，稳

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达产，随着国内疫
情防控成效持续巩固，前期政策举措落
地见效，固定资产投资、外贸进出口等主
要经济指标回暖态势强劲。

此外，疫情倒逼生物医药等关联
产业发展壮大和产业数字化升级；工
业生产加快回升，工业六大主导产业
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招商引资成效显
著；消费结构性回暖态势不断巩固；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投资对经济增长的
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同时，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区域增长极、国家中心城市等多重国
家战略叠加赋能，都为郑州市下一步
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总的来说，郑州市经济长期向好
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已经形成了应
对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机制，取得了稳
定经济运行稳定市场预期的积极效
果，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对宏观经济及
市场预期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
上述相关工作人员说。

7月8日至9日，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奋力夺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

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少人的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不过，经过全省上下积极努力，当下，我省主要经济
指标总体逐步恢复增长，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这些来之不易的成绩背后，是一本“六稳”“六保”民生账。即日起，河南商报开设“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扎实做好
‘六稳’‘六保’”专栏，一起来看看各地、各部门是如何落实会议精神的。

围绕“六稳”“六保”，郑州出台了应对疫情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30条等一系列政策
二季度以来各项主要指标企稳向好、逐月回升，取得了稳定经济运行稳定市场预期的积极效果

郑州主要经济指标回暖态势强劲
疫情之下，生活在郑州，你最关心的问题是啥——当初定下的“小目

标”能否实现？生意还会不会好做？
不久前，郑州市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围绕“稳投资、稳预

期、保市场主体”热点问题进行了回答，晒出了“成绩单”。

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孙科

“六保”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保市场主
体，郑州在这方面，下足了功夫。

据了解，为了服务市场主体复工
复产，郑州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积
极改进审批服务方式，努力优化营商
环境。

疫情期间，全面推行“网上办”“掌
上办”政务服务；实施全天候电话咨询
服务，采用“邮递办”，为防疫物资生
产、居民生活用品供应、物流等与疫情
相关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实行“特事
特办、即报即审”、优先处理；维持相关
许可证书有效期，优化特种设备许可
换证手续；食品生产许可证实行告知

承诺制，药品、医疗器械许可延长验收
时间。

同时，按照“1+X”的模式再造商
事 登 记“ 一 件 事 ”流 程 ；持 续 简 政 放
权，进一步方便群众就近办事；努力
放宽企业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
范围等方面的条件限制，不断降低市
场准入门槛，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发展
活力。

截至目前，郑州全市共登记各类市场
主体 128.28万户，其中企业 61.91万户（内
资企业 3.95万户、外资企业 2587户、私营
企业57.70万户），个体工商户65.81万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5536户。

疫情期间，郑州全面推行“网上办”“掌上办”政务服务

郑州市发改委：郑州已形成应对疫情的常态化防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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