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达成
的债权转让安排，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让
给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谊友
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
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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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2020年3月26日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方式和保证人名称
截止2019年9月20日（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在bitc2017（lr）-【2280】号《信托贷款合同》项下，中电华通数据网络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烟台信通智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土地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在bitc2017（lr）-【3403】号
《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北京维艾易通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北京中电华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
权提供质押，未办理质押登记；信通数据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中电华通通信有限公司20%的股权提供质
押，未办理质押登记。中电华通数据网络有限公司、烟台信通智能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 中电华通通信有限公司 31,468.44 2,943.41

注：1、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等
相关信息不符的情况下，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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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18838113692
住所地：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号河南传媒大厦26层
北京谊友置业咨询服务中心（普通合伙）
联系人：陈荡军
联系电话：136 9306 5780
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号北京友谊宾馆苏园公寓61244房间

公 告
曹卫国（身份证号:411221197308025514)、赵建伟（身
份证号:411221197206205573):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书》样
本、《三门峡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三门峡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名册》、《仲裁程序及仲裁员选定意见书》样
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
本会递交答辩书及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开庭时间为公告期满后第26日上午9时（遇
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6日

当事人：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高蒿熟肉店（负责人：王高蒿）
我局于2019年5月15日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安北）食药监食罚【2018】02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河南法制报2019年5月17日，总第5991期）。决定对你进
行如下行政处罚：

1、给予警告。2、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9
元，罚没款合计壹万零九元整（10009.00）上缴国库。

你应当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永安支行（地址：安阳市永安街与东工路交叉口向西一百米路北；账号名
称：安阳市北关区财政局财政专户，账号：41001505210059666888）。到期不
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
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接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支行缴纳罚没款合计壹万零九元整（10009.00）及
加处罚款壹万元整（10000.00元）合计：贰万零玖元整（20009.00元）逾期我局
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五十四条的规定，依法向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如你对我局作出的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不服，可于2020年3月30日前
进行陈述和申辩。

2020年3月26日

安阳市北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安北）食药监食罚催〔2020〕01号

特别提示：挂牌期满，如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
方，采取协议方式成交；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采取网络竞价（多次报价）方式确定最终受让方。

业务咨询电话：13823673061卢女士；13509608533
林先生；18682068887祝先生

项目编号：ZYQH20030007
项目名称：河南华泰印业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
转让底价：人民币1653.50万元
保证金：人民币1653.50万元
项目简介：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委托我中心公开挂

牌转让“河南华泰印业有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标的所
在地为河南省，截至2019年10月20日，河南华泰印业有
限公司等2户不良债权项目本金折合人民币7999.98万元，
利息折合人民币3871.36万元，代垫费用折合人民币49.50
万元，合计人民币11920.84万元。（注：以上债权金额仅供
参考，转让方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债权的本金、利
息、代垫费用、总额等具体债权金额最终以借款合同、生效
裁判文书或其他法律文件确定的为准。）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网站www.cmbfae.com。地址：深圳
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6号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大厦33楼。

深圳市招银前海金融资产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法法 院院 公公 告告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公告
段周胜:本院受理原告安阳市醒狮广告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诉你、河南亿立钢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段周全、李鑫鑫、
姜红敏广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06民初2497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即视为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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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韩勇:本院受理原告安祥贵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宾: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和畅土产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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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号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方相朝、滑县八里营豫东面粉厂、滑县忆粮源面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黄可发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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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白江勇：本院受理原告祝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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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滑县万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银凯：本院受理原告李金留、李金要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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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时（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杰：本院受理原告闫现云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及30日内。并
定于2020年6月30日9时在本院城镇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程旆云（程佩云）：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城郊信用社诉你及被告程现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6487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李玉成、李军义：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东姚信用社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
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豫0581民初6900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国祥：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姚信
用社诉被告张虎山、王志勇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581民初6914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书梅：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东姚信
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结。因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581民初6934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陈用保、申政、刘永峰、王保仓、张和平、李进强、李九成、郭
秀芳、刘国义：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
元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6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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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庆丽、杨兰英、张红卫、王永松：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元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5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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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郭庆丽、郝素琴、张建增、黄军书、王晓英：本院受理原告
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元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0581民初25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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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任建国：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元信
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5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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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杨艳芬：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元信
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51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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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林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张爱林、李广平、张玲、张爱明：本院受理原告林州市农村
信用合作联社开元信用社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81民初2709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郊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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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安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刚:本院受理原告李同海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公告
赵红杰:本院受理原告周连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监督卡、开庭传票。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号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珊珊：本院受理原告刘少鹏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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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出公告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满期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白道口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滑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红刚：本院受理原告朱玉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526民初1275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白道口法庭
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HENAN LEGAL DAILY

责任编辑 刘庆毅
公告查询网址：http：//gg.hnfzb.com 电话：0371-65526666 法院公告

20202020//0303//2626

15

公 告
贾丽萍（身份证号：411221198201176026）、宋智锋（身
份证号：411221197803175077）、董三龙（身份证号：
411221199003075050）：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仲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答辩书》样本、《三门
峡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三门峡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
册》、《仲裁程序及仲裁员选定意见书》样本。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向本会递交答辩书及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时间为
公告期满后第26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20年3月26日

声明公告

综合分类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刊登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院

刊登各种声明公告、注销公告、减资公告、寻亲公告、更正公告等各类公告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每天15点前定稿 次日见报

本栏目法律顾问河南德金律师事务所 13838110713 0371-65350883 欢迎各广告代理公司洽谈合作 电话：13939003188

●洛阳伟强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
MA452DDK1E）经股东决定，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黄一苒出生医学证明丢失，

编号P411093140，声明作废。

●漯河市重点运输有限公司豫

LL8107、豫LW669挂道路运输

证丢失，证号 411102016938、

411102016933，声明作废。

●2010年3月4日出生的丁家

欣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J411872463，声明作废。

●周口市金达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豫PS264挂营运证遗失，证

号：411620035732，声明作废。

●任凤真位于台前县金水路的

房产证遗失，证号:台前房权证

2007字第0002号，声明作废。

●鹿邑县全顺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628MA46C1Y

M46）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民权县民宁房屋拆迁有限公

司（统一代码91411421MA44T

T320F）经股东决定，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鹿邑县弘润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628MA4699A

G8E）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鹿邑县弘利种植专业合作社

（统一代码93411628MA4699D

J1U）经成员大会研究决议，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社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周福萍，女，2019
年 9 月 24 日出生，
2019 年 10 月 4 日被
遗弃在登封市大金
店镇陈楼村八家沟
村路边，当日由登封市公安局
大金店派出所民警送入登封市
第二人民医院，在医院住院29
天后接回登封市福利中心。望
婴（幼）儿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前
往登封市民政局认领，逾期无
人认领者，将被视为查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儿），我们将依法安
置。联系电话：0371-62866165

寻亲公告

注销公告

●郑州市管城区弥亚箱包百货
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410104MA4
4HYQ92Q，声明作废。
●登封市人民法院遗失410103
河南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票据
批次 OB(2018)，票号 0840378，
票 据 批 次 OA(2016)，票 号
0927192,票据批次OA(2014)，票
号5009696，5009697，5009699共
计5份，声明作废。

●开封市硕博文化艺术交流有

限公司股东决定公司继续经

营，现股东决定撤销 2015 年 8

月12日刊登的注销备案公告，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

公司股东承担。特此公告。

撤销公告

●邱启昇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

号T411356729，声明作废。

●汝州市天佑泓耀实业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代码

91410482MA46C2N154）、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495600162120

1）、行政章（编号41048200683

21）、财务专用章（编号4104820

068322）、发票专用章（编号4104

820068324）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市公安局李志勇人民警察

证遗失，警号：009494，特此声明。

●河南杰瑞律师事务所王飞遗

失专职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

14101201210167030，发证日期

2017年5月25日，声明作废。

●汝阳县亿通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6
054743918E)经股东决定，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
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45日内
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开封市赢州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信阳大华律盟企业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西峡县众达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