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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巩义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荥阳市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荥阳市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荥阳市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荥阳市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荥阳市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桐柏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里岗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里岗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里岗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铁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铁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铁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铁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铁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铁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花园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花园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花园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花园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花园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金水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金水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金水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五里堡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郑花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行政区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经三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经三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未来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郑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中牟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河南省竹林精工总厂

巩义市石油公司油气销售分公司
河南昌通板簧有限公司
巩义市神都汽摩配件厂

巩义市高铝瓷厂
巩义市锻压设备厂
巩义市涤纶厂
河南省巩义市高庙恒盛白水泥厂
巩义市祥云实业公司
河南省竹林新型建筑材料厂

巩义市大华窑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笫一冲压设备厂
荥阳市公安局
郑州市荥阳工业供销总公司
郑州通达纺织机械集团公司
第三纺织机械厂
荥阳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荥阳市建设局
王金环
河南省欧亚电子公司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总公司
郑州化工厂
郑州海燕搪瓷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信大装饰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金属纤维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琥珀丝织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区人民法院劳动服务公司
郑州市美术制镜厂
郑州弘英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抽纱河南进出口公司
郑州市恒达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中盛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经贸汽车供销分公司
郑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一九工厂
河南经协集团运销公司
河南省塑料工业公司
河南中化建进出口公司
河南省民用爆破器材专营公司
河南人民出版社作者读者服务中心
郑州振磊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五金交电公司南阳路批零商场
郑州市楠桦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印刷包装物资公司
河南利森油脂有限公司
河南省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
郑州市宏达造纸实业总公司
郑州光远木业有限公司
郑州塑料二厂
新郑市带钢厂
新郑市中原物资中心
郑州市潮河水利水泥厂
郑州市新郑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河南中泽贸易公司
机械电子工业部六院新郑碳化硅厂
河南省新郑市金属结构厂
郑州挚诚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新郑市液化气公司

河南开普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广诚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正龙产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融达商贸部
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开发部
河南省中兴高科技产业发展公司

豫中制药厂、郑州市竹林耐火材料公司、巩义市竹林第
二化工厂、河南省巩义市超硬材料公司、河南省竹林水
泥厂、河南竹林（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河南省竹林新型
建筑材料厂
河南昌通板簧有限公司
巩义市石油公司油气销售分公司
河南省鸿利高级耐火材料厂、冶金部洛耐院
巩义市联营耐火材料厂
巩义市站街特种耐火材料厂，巩义市黄冶机械厂
巩义市五金厂
巩义市陶瓷厂、巩义市印刷厂
河南省巩义市高庙白色水泥厂
巩义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豫中制药厂，河南省竹林精工总厂，河南省竹林（集团）实业
总公司，郑州市竹林耐火材料公司，巩义市竹林第二化工厂、
河南省巩义市超硬材料公司、巩义市竹林瓦楞纸箱厂、巩义市
竹林印刷厂、河南省竹林水泥厂、巩义市竹林商业公司
巩义市大华窑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笫一冲压设备厂
荥阳市财政局
河南省荥阳市轴承厂，河南省荥阳煤矿机械厂
郑州通达纺织机械集团公司第四纺织机械厂、
郑州沃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荥阳市公安局机动车驾驶员适应性体检中心
荥阳市财政局
王金环
河南省欧亚置产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欧亚置产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矿产耐材公司
郑州水晶股份有限公司，中原制药厂
郑州市中原铝厂、郑州水晶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中原海外发展总公司，河南华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虎豹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管城建设综合开发公司
郑州市钢木家具总厂、郑州市美术制镜厂
郑州豫恒塑胶配件有限公司，河南省德昌摩托车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祥通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海燕搪瓷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振兴房地产开发公司
郑州油漆厂
郑州市经济贸易总公司

郑州欧丽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百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禹州市神州煤矿
河南省塑料工业公司
河南中化建进出口公司
河南省民用爆破器材专营公司
河南省图书出版公司
郑州泉莱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五金交电公司
郑州市楠桦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印刷包装物资公司
河南省华商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机械工业供销总公司
河南普兰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光远木业有限公司
郑州腾达塑胶制品厂
河南省新郑市伞厂，新郑市带钢厂
新郑市金属建材公司
郑州市潮河水利水泥厂，河南省新郑县塑料制品厂
新郑县建设委员会，新郑市财务开发公司
郑州市新兴水泥厂
机械电子工业部六院新郑碳化硅厂
新郑市宏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郑州挚诚磨料磨具有限公司，新郑市带钢厂，
新郑市高科技实验厂
河南省新郑市木材公司，新郑市物资贸易中心，
新郑市物资租赁公司，新郑市汽车贸易中心
河南开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新大建筑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河南永兴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银隆娱乐广场有限公司

河南经纬房地产公司
河南省中兴实业贸易总公司

16,650,000.00

6,530,000.00
8,310,000.00
324,500.00

780,000.00
5,410,000.00
9,160,000.00
200,000.00
200,000.00
10,450,000.00

4,550,000.00
200,000.00
470,000.00
3,580,000.00
8,680,000.00

500,000.00
150,000.00
150,000.00
28,830,000.00
1,300,000.00
52,480,000.00
29,270,000.00
130,000.00
889,740.00
3,900,000.00
300,188.00
605,000.00
5,240,000.00

3,120,000.00
1,510,000.00
4,705,000.00
500,000.00
947,000.00
13,140,000.00
39,970,000.00
13,450,000.00
1,302,640.00
2,520,000.00
460,000.00
800,000.00
1,172,600.00
15,760,000.00
5,050,000.00
286,625.00
451,740.00
4,717,000.00
3,529,837.00
950,000.00
20,744,326.00
1,400,000.00
1,099,000.00
4,200,000.00
150,000.00
830,000.00
460,000.00
5,380,000.00

664,820.00

114,600,000.00
400,000.00
1,200,000.00
1,560,000.00
1,900,000.00
3,440,000.00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淮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建设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建设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紫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解放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解放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解放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二七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南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南阳路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登封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登封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登封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登封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登封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新密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工行洛阳分行涧西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涧西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涧西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涧西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老城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老城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老城支行
老城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老城支行

工行洛阳分行老城支行

郑州市重工业供销公司
郑州汽车交易中心（河南）有限公司
郑州市汽车销售总公司
河南省德昌摩托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钢窗厂
郑州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河南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郑州市二七商业贸易一公司
郑州龙王实业有限公司
豫港企业(郑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河南省企豪物业管理公司
河南省花园春食街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东能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惠鹏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富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建筑材料公司米河白水泥厂
惠州大亚湾三元发展公司
荥阳市微粉厂

河南省内乡县地毯总厂
河南省通贸广告有限公司
河南省卓荣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王保林
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郑州光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艾利蒙玩具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州油漆厂
郑州市饲料公司营业部
登封市建设局
地方国营河南省登封市新新煤矿
郑州市登封宝丽胶合板厂
登封市白坪三元煤矿
郑州大唐磨料磨具有限公司
新密市医药公司
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第一造纸厂
河南省七里岗水泥厂

郑州市康华福利造纸厂
河南省水利水泥厂
新密市房地产管理所
河南省新密市金淼水产实业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隆昌造纸厂
洛阳中浩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国家开发区东亚经贸公司
洛阳市青年通信有限公司
洛阳市金谷粮油食品购销公司
洛阳市龙丰粮油食品购销公司
洛阳市土产杂品总公司
洛阳市粮油贸易中心
洛阳金诚服饰皮具有限公司
洛阳市基建物资配套供应公司
洛阳市金属材料公司
洛阳市燃料公司
洛阳物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中原专用材料厂（洛阳中原电子材料厂）
洛阳市大新广告有限公司
洛阳福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洛阳市西苑粮油食品购销总公司
洛阳市金属门窗工业公司铝材厂（洛阳市铝材厂）
洛阳市良茂粮油食品购销公司
洛阳市包装装潢工业公司（洛阳三
九印刷工业有限公司）
洛阳市宝源实业公司（洛阳市第二毛纺织厂）
洛阳市色织一厂
洛阳市造纸厂

三九企业集团洛阳印刷工业有限公司
(洛阳三九印刷工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重工业供销公司
河南豫泰商厦有限公司
河南万博实业有限公司
郑州银基食饮娱乐有限公司，河南省德昌摩托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市齿轮厂，郑州市钢窗厂
郑州中原轮胎橡胶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五菱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精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饮食公司
郑州市工业品总公司、郑州银河实业集团公司，河南琥珀丝织有限公司
郑州市邙山区房地产管理局，郑州市塑料编织袋厂，郑州市管城
区南关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河南豫泰商厦有限公司，郑州汽车
交易中心(河南)有限公司，豫泰国际（河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花正食品餐饮有限公司
河南省工商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通力集团郑州自动化控制公司
河南奔月集团公司
河南省富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富源市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市建筑材料公司米河白水泥厂
债务人自有财产抵押
荥阳市特种玻璃钢材厂，郑州黄河电视信息传播有
限责任公司，郑州多元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原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凯利贸易公司，河南原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宝陆地产实业有限公司、郑州中岳实业发展总公司
自有房产抵押
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深圳中原宾馆），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郑），
中原香江旅游服务总公司，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进出口三部，中原国
际经济贸易公司开发部，河南万发房地产开发公司，中原国际经济贸易
公司出口五部，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海外发展部，中原国际经济贸易
公司贸易六部，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海外贸易二部
河南省基建物资总公司、郑州光远木业有限公司、郑州第二钢厂
古瑞特艺术品（河南）有限公司
郑州丰乐小食品大世界
郑州市饲料公司
登封市财政局
郑州新登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登封市硅砂厂
登封市煤炭运销公司
债务人以其自有机器设备抵押
新密市医药公司房产抵押
河南省新密市华强造纸厂
河南省七里岗水泥厂设备抵押，河南省铁生沟煤矿、
河南省建筑材料总公司、新密市化肥工业总公司担保
郑州市康华福利造纸厂
河南省水利水电实业开发公司、河南省新密市耐火水泥厂
新密市房地产管理所
国营新密市兴渔造纸厂以其机器设备抵押
新密市华强造纸厂
洛阳元博实业有限公司、洛阳中浩投资有限公司
洛阳市燃料公司、洛阳市盘龙陵圆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洛阳市土产杂品总公司

洛阳金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洛阳市基建物资配套供应公司、洛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
洛阳市金属材料公司、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
中国有色金属材料洛阳公司、洛阳市燃料公司、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
洛阳物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物资贸易中心、中国物资储运洛阳公司、洛阳物
产集团珍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金属回收总公司、洛阳市机电设备公司
国营第632厂、洛阳黄河水泥（集团）公司、洛阳中原专用材料厂、洛阳水泥厂
洛阳市大新广告有限公司
洛阳鑫桥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市金属门窗工业公司铝材厂（洛阳市铝材厂）

洛阳市明花洗涤剂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市塑料制品工业公司、洛阳市豫西宾馆
洛阳市色织一厂
洛阳市造纸厂、洛阳市印刷厂、洛阳万千包装股份有限
公司、洛阳青海康尔素食品厂、洛阳市纯静纸业公司
河南三九实业有限公司、三九企业集团洛阳印刷
工业有限公司、（洛阳三九印刷工业有限公司）

4,320,000.00
5,000,000.00
7,280,000.00
25,799,473.00
9,677,323.00
28,000,000.00
13,081,000.00
920,000.00
7,600,000.00
5,600,000.00

2,700,000.00
694,400.00
2,000,000.00
1,180,000.00
3,754,626.70
1,775,000.00
489,575.00

3,300,000.00
889,386.00
6,529,939.00
17,500,000.00

150,000.00
50,187,382.00

13,300,000.00
800,000.00
1,680,000.00
950,000.00
830,000.00
10,000,000.00
739,055.00
800,000.00
1,320,000.00
534,000.00
990,000.00
61,779,247.49

2,200,000.00
6,840,000.00
320,000.00
300,000.00
280,300.00
9,894,720.00
130,000.00
240,000.00
16,895,000.00
7,690,000.00
240,000.00
7,260,000.00
2,100,000.00
6,561,000.00
7,150,000.00
18,970,000.00
41,260,000.00

100,468,000.00
1,330,000.00
1,797,000.00
23,080,000.00
130,000.00
12,559,500.00
2,960,000.00

3,480,000.00
8,320,000.00
19,079,800.00

20,900,0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通过受让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依法
对下列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拥有合法债权，现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最高
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政策，要求下列债务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
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本公告所涉及主债务和担保债务的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依照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相关规定计算，均为债务人及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的范围（利息金额可向我公司查询）。
本公告如存在刊登错误，应以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内容为准。本公告所称贷款行均为债
务人原借款银行。］

联系电话：0371-65510257 联系人：刘女士
联系地址：郑州市红专路82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19年9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债权催收公告

（下转16版）

本金
（人民币/元）

本金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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