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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垣市公安局在“为谁执法、为

谁服务”专题大讨论和“纪律作风建设
提升年”活动中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取
得一定成效。近日，邯郸市鸡泽县公
安局驻局纪检组组长李希印一行3人
到该局参观调研微警局。

②结合“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为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确保辖区居民过一个平安和谐的
春节，进一步增强民众的反恐意识，近
日，新乡市公安局卫北分局民警走上
街头向广大群众进行普法宣传和反恐
宣传，在行动中检验了“纪律作风建设
提升年”活动的成效。

③为进一步凝聚警心，坚定信念，
近日，延津县公安局以“纪律作风建设
提升年”活动为载体，举行升国旗仪
式。

④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中，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近
日走进电台直播间，接受听众咨询，答
疑释惑，讲解节日期间交通安全知识。

⑤辉县市公安局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在“纪律
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中，强化夜间巡
逻勤务模式，通过步巡+车巡等方式，
重点对辖区主要路口、重点部位等人
员密集场所开展夜间巡逻工作，进一
步提高见警率，增强群众安全感。

⑥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有效加强网络安全保卫工作，
新乡市公安局网安部门近日组织各联
网单位，召开双节、两会网络安保工作
会议，对网络安保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⑦为认真践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新乡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与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近日联合举办
戒毒学员职业技能培训班，为戒毒学
员戒除毒瘾，回归社会打下良好基础。

⑧近日，新乡市公安局花园分局
案件侦查大队民警经过缜密侦查，成
功抓获一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用
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

⑨在“平安守护”专项行动中，为
加强工作人员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对
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日前，新乡
市公安局向阳分局组织民警，深入辖
区水厂开展了反恐防暴演练，提升了
水厂工作人员的反恐意识和应急处置
能力。

⑩在“纪律作风建设提升年”活动
中，卫辉市公安局顿坊店派出所以实
际行动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严查辖区“黄赌毒”等丑恶现象，近
日成功查封赌博场所1处，处罚1人。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近日，新乡市公安局平
原分局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以“平安
守护”专项行动为有力抓手，辗转多地
成功抓获一名涉嫌电信诈骗犯罪嫌疑
人。

近日，获嘉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依托，
组织民警对案件进行重点攻坚。三中
队民警刘壮志在法制室指导下成功刑
拘一名犯罪嫌疑人，以实际行动为该
局“平安守护”专项行动再添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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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人
民币万元）

利息（人民
币万元）

担保情况

河南鄢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河南鄢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ZYZC-A-2019-526”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河南鄢陵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以下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对担保人享有
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南鄢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原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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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原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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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鄢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月20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11月30日折合人民币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河南鄢陵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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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表中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金额（万元）仅供参考，贷款本金余额以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书的规定为准。

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
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才高街6号
联系人：卓女士
电话：0371-61779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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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昌塑业有限公司
鄢陵县建润温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鄢陵县英发棉业有限公司
鄢陵县长昇达木器有限公司
许昌易和铜铝材料有限公司
许昌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鄢陵凯菲特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鄢陵县园博园花木有限公司
许昌华创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鄢陵县亿达棉业有限公司
鄢陵县林源花木有限公司
许昌德瑞电梯有限公司
鄢陵九天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九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御豆坊商贸有限公司
许昌市瑞林广告有限公司
河南钧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鑫城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黄洋铜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天正制板有限公司
鄢陵县英赫花木有限公司
鄢陵县东海园林有限公司
鄢陵县永盛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河南银牛机车装备有限公司
河南丹龙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金牛养牛专业合作社

1500.00
2000.00
2427.71
1100.00
1600.00
2700.00
558.00
900.00

2430.00
1288.33
1100.00
1468.17
2000.00
2000.00
1600.00
2000.00
2200.00
850.00

1000.00
1478.85
325.00

2050.00
1085.00
1425.00
2000.00
460.00

168.49
91.30

584.45
673.76
671.66
735.47
157.64
246.80
574.80
897.14
680.04
687.64

1269.12
1269.12
1037.12
1477.73
970.77
577.51
234.04
986.41
49.67

190.62
314.56
452.25
659.29
90.68

抵押：河南豫昌塑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保证：葛青建、梁凤婵、徐云龙 抵押：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抵押：河南麦肯特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张银山、刘卫云 抵押：鄢陵县长昇达木器有限公司名下自有土地及厂房
保证：马辉、马宁、陈鑫、黄先萍、晋爱玲、马国庆、周松歌、许昌君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许昌君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许昌君和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邢俊杰、邢合龙、温景菊、徐俊涛 抵押：许昌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在建工程
保证：梁跃东、牛晓峰、梁会玲、鄢陵县凯城置业有限公司、河南铭冠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鄢陵县凯城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谷金刚、王娟、张凯、许昌建坤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许昌建坤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袁清玉、袁庆福、徐艳萍、刘俐霞、王振杰、陈志强、许昌华汇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市金旺置业有限公司 抵押：许昌市金旺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抵押：彭德超名下房产
保证：邢俊杰、李静、邢彦民、腾军响 抵押：许昌远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抵押：刘国伟名下房产
保证：常富鼎 抵押：鹤壁华漫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
保证：常富鼎 抵押：鹤壁华漫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
抵押:河南钧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抵押:河南钧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保证：张珂钧、庞然、张晓丽、马俊峰、河南钧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河南钧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保证：陈鹏、孙旭日、苏勇、邢宏建、邢喜玲 抵押：邢宏建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保证：黄海、赵小灿、黄雅玲、河南襄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黄洋铜业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保证：岳红涛、杨建成、段慧芬 抵押：长葛市天正制板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保证：刘红典、汪付英、葛青建、葛凤婵、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赵国营、潘朋威、许俊霞、赵艳会、许昌和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许昌和鑫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潘建设、刘凤英、姚占勇、潘会霞 抵押：姚占勇名下房产、土地
保证：赵更牛、王艳苹 抵押：河南银牛机车装备有限公司名下自有土地及厂房
保证：葛青建、潘孟龙、葛少丹、葛凤婵、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保证：李洪涛 抵押：鄢陵塔水泥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合计 39546.06 157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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