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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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瑞

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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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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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担保人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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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承担清算责任以及其他相关法律责任。 （单位：人民币元）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特此公告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序号 原贷款行 债权本金 利息（计算至2018
年6月30日）

1

2

3

4

5

6

工商银行商丘分行

工商银行商丘分行

工商银行南阳分行

工商银行周口分行

工商银行鹤壁分行

工商银行三门峡分行

商丘市丰源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

西峡县富邦塑料彩印有限公司

河南财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浚县油磨坊食品有限公司

渑池县神龙实业有限公司

107,736,348.82

14,879,958.59

9,993,211.89

124,999,970.00

15,990,000.00

29,664,995.95

52,330,265.78

2,805,076.20

1,675,200.00

22,997,353.60

3,709,300.00

7,234,800.00

河南省商丘市丰源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商丘商电铝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宁、陈强、李秀勤、张连选、胡海泉、吴家选、杨青勤

袁明泽、余华敏

河南财鑫实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郸城金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郸城财鑫特种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三和皮革制品有限

公司、仵树仁、胡永煕、李霄锋、杨华、杨春艳、邱素真

鹤壁市金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牛玉红

上官敏华、陈虹伶、杨平上、上官秀云、陈松涛、赵慧荣、渑池县韶迈矿产品有限公司、上官长华、韩小丽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序号 债权本金 利息（计算至2018
年6月30日）

1

2

3

4

5

6

7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工商银行许昌分行

河南森海电气有限公司

许昌意斯特精机有限公司

许昌中继奥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县锦绣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日美卫浴有限公司

天宏钢构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北驰车轮有限公司

90,000,000.00

30,825,700.00

30,691,956.00

17,500,000.00

9,000,000.00

17,308,409.15

31,994,100.00

24,411,826.36

6,291,311.11

6,174,948.33

6,518,726.27

3,237,200.00

5,011,881.78

11,983,614.77

许昌县午阳印染有限公司、徐进超、赵晓艳、李强、曾珂

河南通达车轮有限公司、文春领、赵素卫、刘占岭、汪月娥、王喜顺、袁桂兰

中原电气谷（许昌）温州电气产业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许昌意斯特精机有限公司、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徽

志远电气有限公司、安徽万控成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林金付、倪荷莲

谢改成、谢改花、刘志州

杨红星、张航、金川、尹鹏

许昌市东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河南中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质源豆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省飞宇重工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许红、张会芳、张海、王海亚

河南许昌阳光光电线缆有限公司、许昌华丰实业有限公司、郑州金苑面业有限公司、刘焕玲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9年1月14日

原贷款行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航波:本院受理原告郑亨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豫 0103 民初 11543 号民事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上述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上述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小立：本院受理原告史灵品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0482民初6226号 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梁书丽：本院受理原告陈丰亭诉被告蒋振强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豫
0411民初20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国锋：本院受理原告鲁山县劲酷织造有限公司与被告赵
国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要求
被告支付合同账款22428.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4月18日上午10时0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禹晓林：本院受理原告刘建安与被告禹晓林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53220元。二、本案由被告承担诉讼费。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15日15时30分
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雪平：本院受理原告陈正军与被告王雪平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人民币本金30000元整，并追要从2004年12月5号其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约
30000元），共计人民币60000元整。二、被告赔偿原告因诉
讼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诉讼费、律师费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17日15
时0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军：本院受理原告栗延昌与被告杜帅统、王红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
杜帅统向原告清偿借款本金100000元及相应利息（利息按
月息2%，自2016年元月2日计算至实际还款完毕之日止）。
二、判令被告王红军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4月22日15时00分在鲁
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红军：本院受理原告刘亚斐与被告王红军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清
偿现金50000元及利息（利息按月息2%，自2015年3月26日
计算至实际还款完毕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4月22日16时0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康路路：本院受理原告陈海廷与被告康路路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借款
本金4万元，并支付自借款之日起到实际还款之日止的违约
金（利息），利率按照月息 2 分计算。二、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4月17日上午10时0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鲁山县人民法院公告
段建立：本院受理原告王辉与被告段建立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
款200000元及利息截止起诉时64000元（按月息2%计算，自
2017年8月18日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4月16日15时00分在鲁山县人民法院张良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始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进忠：本院受理原告何名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具体地址不详，民诉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
对你实施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要求被
告偿还借款本金 656000 元；二、由被告负担本案诉讼费
用。你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答辩期满后的
第四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遇
节假日顺延）。如你逾期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判。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严德亮：本院受理原告周信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3民初54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严德亮：本院受理原告陈云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3民初48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钱德成：本院受理原告王灿强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3民初
349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友军：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平桥区金豫建材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8）豫1503民初39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
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雷大春、许卫林：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工业城鑫凯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3民初3188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金瑞章、河南巨世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信阳市
平桥区金豫建材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503民初48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果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公告
程新友：本院审理的蔡玉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8）豫1503民初6993号民事判
决书，该判决判令：被告程新友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蔡玉红14400元及利息，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信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杨军：本院受理原告潘顺东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学智：本院受理原告张巧云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7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潢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河南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应贤诉被
告李京阳及你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被告李京阳上诉状。上诉状
内容如下：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
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信阳市浉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秋池：本院受理原告李松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 1502 民初
12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被告陈秋池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李松林借款本金
465000 元及利息。（利息按照借款本金 465000 元，月息 2%
为标准，从 2015 年 8 月 20 日计算至判决书确定履行之日
止）”。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岳同林、刘爱姣：本院受理苏再红（苏在红）诉你二人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八时三十
分（遇到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
庭，逾期则依法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谢世潭（谢启谭）：本院受理原告王庆先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五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春艳：本院受理李海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申请人李
海霞申请执行 (2016)豫0902民初905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豫0902执3342号执行通知书及执行
裁定书，该裁定查封你位于濮阳市清丰县马庄桥镇菊园中
区38幢楼1单元7号房产一套。责令你于裁定生效后5日
内履行生效判决义务，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对该查
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逾期仍不履行
的，本院依法强制执行。

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9年2月15日10时至2019年2月16日10时止漯河

市郾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f.taobao.
com/0395/02）公开拍卖下列财产：郑州市金水区红专路103
号院3号楼东4单元5层51号房产。有意竞买者请登录上
述网址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表》、《拍卖公
告》、《拍 卖 须 知》中 的 要 求 和 说 明 。 咨 询 电 话 ：
0395-3561822，特此公告

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变卖公告
我院定于2019年元月30日10时至2019年元月31日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位于漯河市
高新区衡山路东方恒星苑3#楼西单元东户，产权证号为：漯
房权证市字第0101029025号房产一套。有意竞买者请登录
http://sf.taobao.com，搜索户名：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
院。

光山县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公告（一拍）
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2月11日10

时至2019年2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光山县
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
com，户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拍卖，拍卖标
的：拍卖对象位于光山县茶具博物馆仿古步行街坐东朝西
门面房一套（从北往南数第20间，包括大门），钢混结构，总
层数为4层，所在层次为第1-4层，现状用途为门面房，朝向
东西，采光、通风好，建筑面积为 235.88 平方米（以实物为
准），毛坯房，成新度高，无房产证。房屋起拍价118.528万
元，保证金10万元，加价幅度2000元。具体详情请登录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查看本院发布的《司法拍卖公告》、《拍
卖须知》，特别提醒，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
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咨询电话
13503764289，联系人：熊法官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新蔡县大唐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雷得正诉你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02民初6088号民事判决
书，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冯新旗、刘亚萍：本院受理原告薛新民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二
人公告送达本院（2018）豫1702民初990号民事判决书，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十五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淮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郑德行:本院受理原告张子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民一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遂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建华、赵亚红:本院受理张新明、刘玉红申请执行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下列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视送达。1、因你收到(2017)豫1728执1544号执行通知等手
续后,未履行判决义务,将对你所有的位于遂平县车站镇人民
路新区张台村的房子(该房底上四间和一个车库,和其弟张建
新一个院,共用一个大门)进行评估拍卖。2、公告期满第4日9
时(节假日顺延)前来本院选择评估鉴定机构,公告期满第6日
(节假日顺延)进行现场勘验。3、公告期满第30日9时(节假日
顺延)前来本院领取资产评估报告书。如对评估报告确定的价
格有异议,自收到评估报告后10日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
期未提出的,本院将依法拍卖。4、公告期满第60日9时(节假
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领取拍卖裁定书,并在遂平县人民法院
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参加公开拍卖。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赵明克：申请执行人暴喜合与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财产
申报表、失信被执行人风险告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你应于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五日内自动履行（2017）豫0526民初818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的义务，向本院交纳诉讼费及执行费，并在限定的期限内申报
财产状况。逾期仍不履行的，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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