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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郑州控米商贸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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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控米商贸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公告清单所列债权金额的
基准日为2022年3月31日，之后的利息继续计算），依法转让给郑州控米商贸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郑州控米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州控
米商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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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公告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在郑州控
米商贸有限公司受让债权前后发生的任何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破产、注销或其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依法立即向郑州控米商贸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承担清算责任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责任。

本公告内容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以及法律文书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郑州控米商贸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不良资产转让公告清单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0,000,000.00

利息及其他余额
14,459,343.33

本息及其他余额
24,459,343.33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措施
河南中州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赵文明、王新法、
王秀山、黄丙元、李鸿、贾艳丽、
侯增印提供保证担保

单位：人民币元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月

25日10时至2022年7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湖北省十堰市茅箭区五堰街办浙江路
9 号 23 幢 -3-2、-3-3、-3-4、-3-5、-1-1、1-1、
2-1、3-1、4-1号共计九套在建工程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
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0.0.Wm
Dl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G55二广高速公路施工公告
经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少洛分公司

批复，对G55二广高速济洛段上行顺涧大桥K1121+
037共1处施工作业。为保障施工期间的施工安全和
道路交通安全，现将有关事宜通告如下：在二广高速上
行K1121+037路段施工期间，将于6月25日~7月12
日采取封闭超车道、行车道，应急车道正常通行；7月
13日~7月26日采取封闭行车道、应急车道，超车道正
常通行的交通管制方式。请通行车辆严格按照相关提
示行驶，禁止超车，禁止停车，禁止超限车辆通行。途
径该路段车辆请选择最佳行驶路线，施工期间给你带
来的不便请谅解，特此公告。

孟州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大队
2022年6月22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6日10时至2022年7月2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李永杰
名下的位于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滨湖路2号鸿鹄
嘉苑5号楼1单元1504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
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
0371/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招商服务专版 订版热线：13526798286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9日10时起至2022年7月10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
http://sf.taobao.com，户名：郑州市中原区人
民法院）对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东侧、六合路
北侧邦友创世小区8号楼1单元603房屋一
套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活动。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祁雨沟公峪
金矿技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开
《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祁雨沟公峪

金矿技改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已编制完成，现公开征求与该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
见。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及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1.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www.eiacloud.com/gs/det
ail/1?id=20622dp2Kc。2.纸质报告书查阅：查阅地
点：嵩县城关镇陶村河南金源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联系人：王博，联系电话：15038565642，查阅时
间：2022年6月22日至2022年7月5日；上午9:00
至11:30、下午14:30至17:00。二、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以东风井、西风井、南风井、北回风平硐、1#回
风井、2#回风井为中心边长为5km的矩形区域内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
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可通过信函、传真、
电子邮件等方式，在公示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
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名称：河南金源黄金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址：嵩县城关镇陶村；联系人：
王博；联系电话：15038565642；电子邮箱：jinyuana
nhuan@126.com；传真：0379-66437150；报告编
制单位：中材地质工程勘查研究院有限公司。五、公
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2年6月22日至2022
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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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5日10时至2022年7月26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李玉飞
名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307号
16号楼4单元2层45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11日10时至2022年7月12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楚振名
下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未来路866号3号楼
南1单元16层073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
08，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变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11日10时至2022年9月1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闫海昌
名下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9号16层1603
号的房屋进行公开变卖活动，详情请关注网址：
http://sf.taobao.com/0371/08，户名：郑州市管
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年7月26日10时至2022年7月2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对：李贺名
下的位于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富茂路26号6号楼2
单元30层3002号的房屋进行公开拍卖活动，详
情请关注网址：http://sf.taobao.com/0371/08，
户名：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公告
（2022）豫0104执3551号

校山：
关于侯冠良申请执行校山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豫
0104执3551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限
制高消费令、执行裁定书。责令你即日履行
（2022）豫0104诉前确调591号民事裁定书
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本院将依法对校
山名下车牌号为豫A3M3S5别克牌汽车一
辆予以评估（询价）、拍卖。同时向校山公告
送达办理本案的评估（询价）、评估（询价）报
告送达、拍卖裁定送达、拍卖通知书送达等执
行过程中相关事宜通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校山应于公告期
满后第3个工作日上午10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到本院办理有关案件询价、评估（包括
摇号确定评估机构通知书）及评估（询价）报
告送达、拍卖等相关事宜。逾期不到即视为
放弃相应权利，并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7月

25日10时至2022年7月26日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上对龙湖镇龙湖大道西侧、郑州尧舜热镀
锌钢管有限公司用地南侧，土地证号：【新土国用
（2014）第141号】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第一次），详情请关注（网址：http://sf.
taobao.com/law_court.htm?spm=a213w.3064813.
0.0.WmDlVt&user_id=1991614219，户名：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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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告
经上海合晶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郑州合晶

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合晶”）、郑州空港
合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空港合晶”）履行出资
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决定由郑州合晶吸收合并空港
合晶。

本次合并完成后，空港合晶注销，郑州合晶作为
合并后公司继续存续。自合并交割日起，郑州合晶
将依法承继空港合晶拥有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业
务和其他一切权利与业务。

本次合并前，空港合晶注册资本为32,000万，
实收资本为32,000万；合并前郑州合晶注册资本为
70,000万，实收资本为70,000万。本次合并后，郑
州合晶注册资本为102,000万，实收资本为102,000
万。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债权人自本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
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规划工业四

路以南，华夏大道以西，联系人：周晶晶
联系电话：0371-89906660、15136423568

郑州空港合晶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3日

东原湖山阅交付公告
尊敬的业主朋友：

我公司开发建设的东原阅境（备案名：东原湖山
阅）项目5、6、13、15、18、19号楼房屋经政府相关部
门验收合格，已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
条件，我司兹定于2022年6月27日—30日正式交
房。交房地点：荥阳市红石路与环城东路交叉口西
北侧东原阅境营销中心。我司已按约定向您寄发
《交付通知书》，请您携带相关文件来办理交付手续，
逾期办理的，则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约定执
行，不影响房屋交付。不明事宜请垂询400 8386
000。恭祝您乔迁之喜！特此公告！

郑州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3日

郑州鸿运华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新抗体药大规模
生产线一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2021年12月，郑州鸿运华宁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委托河南可人科技有限公司承担“郑州鸿运华宁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创新抗体药大规模生产线一期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目前已经完成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
中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1）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https://
pan.baidu.com/s/1URcekysS7IlmeYN9Nqjhqg，提
取码：fp27。（2）纸质报告查阅地址：郑州鸿运华宁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
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受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
的居民、企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及其他关
心本项目建设的热心人士。（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61hJkKiK-yd4_
HXCJb-2g，提取码：6qin。（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可以在相关信息公开后，以电子邮
件、信函等方式向我公司提出意见。（五）公众提出
意见的起止时间：本次征求公众意见截止2022年6
月29日。（六）联系方式：建设单位：郑州鸿运华宁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规划工业一路以南、规划生物科技二街以西，联
系人：李工，联系电话：13213011245。

郑州鸿运华宁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我寻找亲生父母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
儿，不管当年他们是把我送养、扔掉，或是我自己
走失的，都没有关系，我就是想知道亲生父母长什
么样子，我真正的出生年月日是什么，我到底姓什
么叫什么，这就够了。说白了，我这 20 多年人生
就很恍惚，连自己真正的出生年月都不知道。

视频里我一直拿着的照片是我刚到养父母家
里时拍的，那会儿我三四岁，也是我唯一小时候的
照片。

这次婚礼没有等到亲生父母真的挺遗憾的，
养父母那边和我断绝关系没有过来，亲生父母也
不在，有的时候一想到这确实想哭。因为我身边
的闺蜜没有我这种情况的，她们结婚都有父母的
陪伴，我们这儿还有个习俗是结婚后两天要“回

门”，就是回娘家，但是我就没有办法。所以说，确
实挺遗憾的，不过虽然没有等到他们，但我不会放
弃寻找，会一直坚持下去。

以前寻找亲生父母就感觉没多大希望，不管
是自己线下去找，还是线上直播寻找，就感觉看到
的人不多，感觉希望很渺茫，现在就觉着这么多人
能看到，我感觉自己又有希望了。

95后女孩穿红色婚服全网寻亲，视频被广泛关注后，她觉得离亲生父母又近了一些

婚礼没有等到亲生父母
但我不放弃 会一直寻找下去

近日，一位95后女孩穿着红色婚服寻找亲生父母的视频引
起了大家的关注。视频中的女孩叫白雪芳，家住河北保定，于
2002年被带到养父母家中，当时只有三四岁。

贵州、云南、河南……这些年，为寻找亲生父母，白雪芳去了
很多地方，虽然自己的婚礼没有等到亲生父母，但寻亲视频被广
泛关注让白雪芳的心态发生转变，觉着自己离亲生父母又近了
一些。以下是她的讲述。

我的婚礼是 6 月 18 日，现在已办完两天了。
我穿秀禾服寻亲的这个视频是我婚礼前录的，主
要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找亲生父母。

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 1999 年 10 月 15
日，最开始对自己的身世感到怀疑是 11 岁的时
候，那会儿有同学会拿这件事开玩笑，有的邻居也
会不让自己的孩子跟我玩，再加上从小养父母对
我的态度不是很好。

但真正确定是在我 15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实
在没忍住，就问我养母关于我的身世，她承认我不
是她亲生的。我听后不知道怎么办，心里很乱。
一直到我 17 岁的时候，和家里的矛盾越来越多，
我就决定出去找份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寻找我的
亲生父母。

养父母是 2002年把我带回了家，那会儿我刚
三四岁，怎么来到河北的，一点记忆都没有。

除我之外，养父母家还有一个大我 8 岁的哥
哥，可能是因为养母身体不太好，家里也一直没有
女孩，就花1000元把我带回了家。

在知道我要寻找亲生父母的时候，养父母是
强烈反对的，我养父就说我是白眼狼，没良心。
我想和他们好好沟通，我并不是找到亲生父母就
和他们不联系了，后期他们老了我也会赡养。

寻找亲生父母，我就是想搞明白自己的身世，
但是养父母不听，他们觉着面子上特别挂不住，最
后让我和他们签一个断绝关系的协议，他们就告
诉我亲生父母的地址。我签了。从这个住了十几
年的家搬出去的时候，养母给了我一个地址。

在拿到这个地址的第二天，我就坐上了去贵
州的车。2000多公里的路程，我在两年的时间去
了 3 次，也和当地警方进行了联系，但都没有线
索。后来我也去了其他很多地方，但都没有结果。

视频被关注后感觉自己又有希望了

我就想弄明白自己的身世

视频截图身穿婚服的白雪芳手举儿时照片所录的寻亲视频

扫码上顶端,继续阅读
关于白雪芳寻亲的更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