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长葛市世纪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3户
不良债权的处置竞价公告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于2020年4月
9日至2020年4月13日在中原金融资产交易
中心（网址https://www.ccfaex.com）对长葛
市世纪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
进行公开挂牌竞价，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7月31日，长葛市世纪鑫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等3户不良债权本金114,
809,964.14元,欠息105,850,811.45元，债权
本息合计220,660,775.59元，担保方式为抵
押+质押+保证。

挂牌价格：78,500,000.00 元，保证金：
20,000,000.00元，意向竞买人请于挂牌期限
内在中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报名竞价并将保

证金支付至我单位账户。
详情请登录河南资产网站（http://www.

henanamc.com.cn/）或中原金融资产交易中
心网站（https://www.ccfaex.com）查询。

竞买人应具备条件：凡在中国境内注册并
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下列
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本次竞价标的：（1）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及的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竞价标的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人员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2）与参与竞价标的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竞价标的涉及的国有企业债务
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
属关系的人；（3）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相
关规定的主体，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来源为不诚
实经营、诈骗客户资金等违法经营行为所得，或
盗窃、受贿、侵占挪用公司财产、毒品犯罪、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
骗犯罪等行为所得；（4）其他依据中国法律不得
收购、受让竞价标的的主体。因不符合条件参
加竞买或变相竞买本次竞价标的的，由竞买人

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如有异议或详情咨询，可在公告有效期

内来电咨询，如发现阻挠咨询现象，可向转让
方举报。

咨询电话：18838113692 13526894200
联系人：张女士 杨先生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

外环路2号河南传媒大厦26层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

关部门举报。
监督管理部门电话：0371-65639618

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9日

河南信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郑州豪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河南信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郑州豪堃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河南信恒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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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郑州豪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河
南信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郑州豪堃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郑州豪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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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豪堃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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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信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郑州豪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9日

截至基准日（2019年08月26日）折合人民币金额借款人名称 担保
方式本金余额（元） 利息余额（元） 诉讼费（元） 本息余额（元）

1 郑州

2 郑州

郑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市食品总厂）

郑州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290,000.00 1,897,955.14 2,187,955.14 保证

4,420,000.00 5,918,926.74 32,110.00 10,371,036.74 保证

郑州市啤酒厂

郑州国际经济技术

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人
地区

序
号 担保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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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信恒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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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层
郑州豪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3203711133
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1号院1号楼8层803号

河南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我办依法对你未办理人防质量监督手续一案作

出“一、对你单位罚款20万元罚款。二、对你单位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邵自功作出
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因其他方法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郑人防罚决字〔2015〕10号《郑州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行政处罚决定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我办（郑州市人防办地址：中原
西路233号）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请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郑州市
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缴款通知书》第四联背面《缴
款人须知》到指定的代收银行缴纳罚款，并向本机关
提交代收银行出具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
没收入专用票据》。你单位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郑州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
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办将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郑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2020年4月9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崔微微（身份证号：41122119851

0080028）、占刚亮（身份证号：

411221196301075012）、张大菊

（身份证号：4112211963080850

29）、张 柯（身份证号：41122119

8707016011）：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河南渑

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三 仲 裁 字 [2020]29 号 裁 决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

2020年4月9日

公 告

法 院 公 告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黄士银:本院受理上诉人李闯与被上诉人鲁山鸿尧置业有

限公司、河南德诚建设有限公司及你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4民终3689号民事

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刘爱勤诉张自玲、王红伟健康权纠纷一

案，将于2020年5月13日上午10时至2020年5月14日上

午10时依法对王红伟所有的位于平顶山市平安大道东湖

花苑50号楼4号的房屋一套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详情请

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专栏查询，网址：https://sf.taobao.

com/0375/07）。与本案拍卖财产有关的担保物权人、优先

购买权人届时未参与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其他

参加竞买的单位和个人需要了解上述拍卖底价、拍卖时

间、地点、拍卖公告刊登的报刊以及拍卖过程中拍卖物的

降价情况等有关事宜的，请直接与本院联系。联系人：朱

玉豪、联系电话：0375-2863604。

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公告
陈文武：本院受理原告田广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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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梦晓：本院受理原告杨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

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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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杨延平：本院受理原告王国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

险提示、权利义务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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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军生：本院受理原告尤国通诉你和孙国保申请人执行异

议之诉纠纷一案，本院已于2020年3月28日作出（2019）豫

0411民初2317号民事判决书。宣判后，被告孙国保不服本

判决，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依法将该案移送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本院定于2020年5月9日10时至2020年5月10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户名：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法院，网址：http://sf.taobao.com）

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拍卖标的：

河南省伊川县华夏御府 1 号楼 1-1301、1401、2002、2402、

2602、2603号等6套房产，拍卖标的权属所有人：河南千秋

晟房地产有限公司，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

拍卖标的瑕疵保证。与本标的物有关人员[案件当事人、担

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人等]均可参加竞拍，优

先购买权人未参与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详细情

况请登录上述网站查看本院发布的《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和拍卖物情况调查表、评估报告中的要求和说明。咨

询电话：0379-69960922（赵法官）。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李海军、河南山连水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一审被告杨

丽芳与一审原告庞万安及你们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3民申312号民事裁

定书，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限

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韦政委：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韦鸿翔：本院受理原告河南洛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定于2020年4月23日

10时至次日上午10时止(延时除外)在本院淘宝网司法拍

卖平台上(户名：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网址 https：//sf.

taobao.com/0377/06)进行公开拍卖(第二次)活动，现公告如

下:拍卖标的物：被执行人所有的荣威W5型汽车，车牌号

为豫 R6Y375，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107485，车辆类型：

K31，注册日期:2014/9/27，登记日期:2014/10/28，排量:1.8，

车况：良好，行驶里程:43265公里，发动机号：D010027957，

保险期限:2020/4/16，年检日期:2020/10，有钥匙。评估价

55000 元，起拍价 44000 元，保证金 8000 元，加价幅度 800

元。标的物交通罚单等一切拖欠费及所涉及的任何违法

违章行为均由买受人自行核定、承担。该标的物的优先购

买权人(共有人、租赁人等)请至少于开拍前日与本院联系，

逾期即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4月

22日止(节假日休息)接受咨询，以上标的物情况仅供参考，详

情以淘宝网发布的信息及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详情咨询电

话:0377-68927777；法院监督电话:0377-61661029谢法官；

联系地址：南阳市建设东路宛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春荣：本院受理原告刘鑫诉你离婚纠纷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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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满后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盛湾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同利：本院受理原告王永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6民初3121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509房

间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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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罗花然：本院受理原告王秀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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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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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并定于举证

（答辩）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

中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佳荟：本院受理原告邵征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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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季亚夫：本院受理原告罗万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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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城关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2020）豫1329民初156号

张伟：本院受理原告李慧丽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成员及诉讼权利义务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9 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新野县人民法院公告
王文泽：本院受理原告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

社诉被告王文泽,聂本胜,闫英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1329民初3846号原

告新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城关信用社与被告闫英君提
起上诉的民事上诉状。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到我
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张巧娥、熊研琳：本院受理原告郭晶玉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1326
民初2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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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尹靖波：本院受理原告淅川县新广元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你
抵押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

1326民初2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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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淅川县人民法院公告
庞海峰、淅川县海钰钢结构有限公司、汪新丽：本院受理原

告姬国臣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9）豫1326民初17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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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逵雁、吴秋宛：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南阳宇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南阳市名人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龚艳伟、蔡士明、赵轶楠、张艳丽：本院受理南阳市宛城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20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8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李楠：本院受理原告王小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0年7

月7日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告
邓华东：本院受理原告王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1324民初5083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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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于南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鄢陵县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4月26日10时起

至2020年4月2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

下：拍卖标的：五菱牌灰色小型普通客车一辆。竞买人条

件：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

可参加竞买。起拍价：7140 元。保证金：1000 元，增价幅

度：200 元。联系人：周法官。联系电话：0374—7263052。

详情请关注我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网址 https://sf.tao-

bao.com/0374/04，户名：鄢陵县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4月19日

10时至2020年4月2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

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

卖：被执行人路红梅所有的车牌号为豫KV1366号宝马牌

小型轿车。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4/06。资产处置

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5月9日10

时至2020年5月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昌

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被执行人胡秋玲所有的位于许昌市魏都区丁庄办事处塔

湾 村 三 组 2 幢 1 层 北 平 自 建 住 宅 房 产（房 产 证 号 ：

103377）。网址：https://sf.taobao.com/0374/06。资产处置

法院：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

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将于2020年5月11日

10时至2020年5月12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河南省许

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

卖：被执行人河南东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许

昌市瑞贝卡大道东源锦程小区7#楼地下储藏室19间。网

址：https://sf.taobao.com/0374/06。资产处置法院：许昌市

建安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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