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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按需求功能划分，2022
年 6月份租赁需求占比达 86.34%。顶
端新闻·河南商报记者梳理数据发现，
这个比例已达今年前 6 个月的峰值。
今年 1~5 月份，仓库租赁占比分别为
80.95% 、81.10% 、79.67% 、79.24% 、
85.71%。

贾进克分析，自建仓库前期投入
比较大，当企业所处行业淡旺季明显
时，淡季用仓又不多，这时想短期外租
面临困难，自建仓储的弊端就会暴露，
租赁仓库的优势则会显现。加上今年
以来，物流行业货量下降明显，用仓需

求也随之下降，此时，租赁仓储就成了
首选。

在仓储租赁需求占比一路攀高的
同时，仓配一体化占比则呈节节后退
之势。今年 4 月份，仓配一体占比
18.64%；5 月份，为 12.32%；6 月份为
10.73%。对此，业内一位不愿具名的
企业负责人称，根据郑州仓储业内的
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找仓的客户约
下降 30%。当企业规模较大时，使用
仓配一体化确实能有效降低成本，但
当企业生存状况不好时，他们就会选
择自己做。

群雄争霸 港南高标仓市场“饱”了
郑州港区高标仓租金最低至22元 专家：物流地产巨头相继进驻郑州港区，市场竞争白热化

物联云仓发布的《中国通用仓储市
场动态报告》（简称《报告》）显示，2022
年6月份，全国32个重点城市中，有23
个城市通用仓租金上涨，平均租金为
26.27元/㎡·月。其中，中部区域6个
城市中，郑州通用仓租金为22.57元/
㎡·月，环比上涨1.66%。

但和2021年6月份相比，无论是
全国32个城市，还是郑州的通用仓，租
金都是下降的。

业内透露，随着物流地产巨头相继
进驻，郑州港南高标仓过度饱和，租金
已跌破25元，成交价甚至低至22元。
而市内其他区的普通仓，租金已从十几
元跌至8元。

顶端新闻·河南商报首席记者 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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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须水支行与桑艳永债权
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债权转让方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须水支行与债权受让方桑
艳永于2022年6月2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须水支行将其对下列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债务及其
他附属权益，依法转让给桑艳永。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须水支行特
公告与该债务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从公
告之日起，请向桑艳永履行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特此公告通知！
附：受让方联系电话：13733869338
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须水支行联系电话：0371-69173318

借款人
名称

范雪梅

借款合同
编号

借
7010123
2014100
8001

抵押物
名称

范雪梅
房产

抵押
合同编号

抵
70101232
01410080
01

债权
本金余额

180000
元

债权
利息余额

157098.42
元

备注

债权由郑州市中原
区人民法院（2017）
豫0102民初2497
号民事判决书确认

郑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须水支行
2022年7月11日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张伟兴：

因你自2017年10月1日起至今无法联系
且未缴纳社保费用及公积金，严重违反单位规
章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之
规定，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与你解除劳动合
同，请你于收到通知后15日内内到单位办理相
关手续。逾期不到者，相关不利法律后果由你
个人承担。特此通知。

登封市机动车辆检测站
2022年7月7日

司法拍卖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8

月11日10时至2022年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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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8号家
和万世花园1号楼东2号房产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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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转让方”）与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受让方”）于2022年7月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已将依法
享有的对下列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如下：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日期的贷款本金余额以及欠息余额等。借款

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
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
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公告发布之日起，本公告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以及其他义务人应立
即向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
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和任何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下设定的义务和责任。

3.公告所列债务人及其保证人以及其他义务人在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受让债权前后发生的任何更名、迁址、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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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盈通投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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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告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不符的
情况下，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的名称为准。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山阳区丰收中路1699号（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联系人：杨先生，联系电话：18203911177、0391-3121248
特此公告。

焦作通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焦作盈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22年7月8日

序号

1

2

3

合计

客户名称

焦作金箍制动器
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中州机械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
孟州市雯禹鞋业

有限公司

贷款合同编号

2018信银豫贷字
第1802564号

2018信银豫贷字
第1802599号

2014豫银贷字第
1426727号

本金余额

5,538,441.08

3,506,128.55

9,973,700.00

19,018,269.63

利息
（罚息、违约金）

823,052.39

485,216.32

11,328,258.81

12,636,527.52

诉讼费

23,641.84

41,706.50

65,348.34

债权合计

6,385,135.31

3,991,344.87

21,343,665.31

31,720,145.49

担保方式

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臧克兴、张玉梅、段
京丽、申伟杰、闫文学、邢金文、史文涛、薛华、焦作制
动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焦作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李有增、毋风清、刘
文成、程芸、程天宝、买瑞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焦作市奔龙皮业有限公司、曹洪青、买吉儒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附件一：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1年10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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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一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证照、印章遗失声明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6日作出

（2022）豫01破申83号民事裁定书受理郑州一轩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同日作出（2022）
豫01破申83号之一裁定本案由河南省郑州市上街
区人民法院审理。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于2022
年6月24日作出（2022）豫0106破2号决定指定中
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河南分所为郑
州一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因管理人仅接管
到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公章和合同章，现特声
明：郑州一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本、财务
和法人章等证照印章均遗失作废，在2022年6月6
日后加盖上述遗失印章的文件都不具有合法性。

郑州一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年7月12日

遗失声明
本人董松岳，身份证号：41232819

6310060198，原购买郑州富田东方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的水岸朝阳天下
28号楼 1单元901号房屋的壹拾万元
整收据和《商品房预约保留协议》不慎
丢失，现声明作废，任何人不得以持有
前述文件向郑州富田东方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主张任何权利。特此声明。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2年7月21日上午9时整
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以下
标的：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121号金成中苑小区：3号楼2
单元1层中户、建筑面积约68平方米；3号楼2单元2层中户、建
筑面积约68平方米；3号楼2单元3层中户、建筑面积约68平方
米；3号楼2单元4层中户、建筑面积约68平方米；3号楼2单元
5层中户、建筑面积约68平方米；3号楼2单元6层中户、建筑面
积约68平方米；上述房产为砖混结构，水、电、暖、天然气等配套
完备，周边中小学、幼儿园、医院等设施齐全，位于郑州市中心
城区，紧邻郑东新区核心功能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2年7月20日17时前向我公司指定
账户（全称：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行郑州行政区支
行，账号：41001503010050208059）交纳10万元竞买保证金（保
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2022年7月19日-20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22565 13939043417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2日

拍 卖 公 告
豫拍【2022】第56期（总第1898期）

大仓换小仓
3000㎡以下仓库需求超七成

《报告》显示，2022年6月，全国通用仓
储共有 36670.4万㎡，可租面积为 6083.8
万㎡。全国通用仓储需求区域方面，东部
需求占比为56.59%，西部为19.02%，中部
为17.07%。按仓储规模划分，0~2999㎡的
需求最多，占比为75.61%；其次是1万㎡以
上的需求，占比为2.93%。

“今年很多企业的用仓面积都在下
降。”河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仓储服务
专委会秘书长李宁称，有企业去年还用五
六千平方米的仓，今年减到了两三千平方
米；原来用一千平方米的仓的企业，今年
直接撤仓了。

河南物流园区咨询资深专家贾进克
认为，受国际经济大环境以及疫情多点频
发影响，今年郑州市场出现了大仓换小
仓、高标仓换普通仓的情况。

物联云仓河南区负责人王坤说，郑
州商贸企业众多，像饮料、酒水等快消品
企业大多都会选择一两千平方米的仓。

港南物流地产巨头云集
高标仓处于高饱和状态

今年 6 月份，中部区域空置率中
位值为11.03%。其中，武汉空置率最
高，达 16.94%；合肥空置率最低，为
7.04%。郑州空置率为 10.62%，在中
部 6 城市排名第三。环比 5 月份（空
置率 10.46%）上升 0.16%，与去年 6月
份相比，下降6.68%。

“我觉得这个数据过于保守，事
实上的空置率要远高于这个。”李宁
称，目前郑州数十个物流园区，基本
每个园区内都有空仓。

贾进克也认为，随着普洛斯、万
纬、宝湾、丰树等物流地产巨头陆续
入驻郑州港区，港南目前的高标仓处
于高度饱和状态。其中，光普洛斯一
家的高标仓就有 60万㎡，明年 6月底
前会再增加100万㎡。“目前港南的高
标仓市场，处于群雄争霸的白热化状
态。”贾进克称。

贾进克表示，目前高标仓受影响
最大的是港南区域，像经开区和中
牟，变化不大。

报告显示，郑州6月份通用仓租金
为 22.57 元/㎡·月，环比上涨 1.66%。
纵向来看，2021年 6月份，郑州通用仓
租金为 23.15 元/㎡·月，今年 6 月份同
比下降2.51%。

全国范围内，物联云仓数据显示，
今年 6 月份，全国 32 个重点城市通用
仓平均租金为 26.27 元/㎡·月，同比下
降5.03%。

“武汉高标仓的租金，已从35元降
到了24元。”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事业部高级招商经理卢毅称，公司
2018 年开始进入仓储市场，2019 年在
郑州航空港拿地200亩建仓，彼时根据
市场调研，预计今年 9 月底交付的 10
万㎡仓库，租金可达到 30元+，但目前
根据市场行情，公司已把租金预期下
调到了27元以下。

贾进克称，目前郑州港区高标仓
租金已跌破 25元，甚至低至 22元。市
内其他区普通仓的价格，已从十几元
跌至8元。

变化

剖析 成本小、灵活方便，仓储租赁占比创6个月来新高

租金 郑州港区高标仓租金最低至22元

空置

更 多 批
发业深度观
察，扫码查看

中部地区重点城市2022年6月租金分析

数据来源：物联云仓数字研究院 制图/首席编辑 杨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