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宁县兴农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春山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惠民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民发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王氏菌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祥瑞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小军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福克烟叶种植合作社
洛宁县学海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茅草洼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罗岭乡园子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崤山烟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杨京辉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张伟民金叶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嘉蓝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绿园林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北江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艾草堂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艾鑫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宝山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朝军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诚信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春雨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县底张乡圊圊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丰和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是河底闯王大杏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河底镇顺天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鸿基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是华盛益农种植合作社
洛宁县惠民果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吉天方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崛山苹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克己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六超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龙祥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绿润水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孟峪村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梦飞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平安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千秋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强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瑞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润峰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三龙庙农富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同武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西山底乡金业脱贫帮困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祥泰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崤光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鑫宁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杨洪波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永达林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金超惠民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海波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珍源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众阳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源众农林专业合作社
洛阳市全宝山猕猴桃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洪伟林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牧坤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朝军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金鸡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裕农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程程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程示庄园生态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宁鸿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长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东庄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福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富友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高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昊天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隍城鼎盛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焦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金构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金同武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庙山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农友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晟天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盛源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顺丰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梭洼村天鸽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伟涛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西岭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小山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裕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裕鑫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云翔农民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照席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中天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新兴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安良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惠民竹编工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竹艺工艺编织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绿源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三乐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保金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富邦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海超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海州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农光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众力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农科人农资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利源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洛南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双龙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同富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中河堤昌元农机合作社
洛宁县晨兴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海峰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陈吴乡坡头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张虎辰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阳鸿丰农牧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山河黑土猪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富康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鼎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刘耀军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兴农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金京涛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吴逢超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杨全礼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鑫盛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宇通种养专业合作社
洛阳市琪龙农民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伊清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宁康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艺宝昆虫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白马涧桑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惠民桑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大铁沟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学文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王海军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邹建龙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大兴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西山底乡孙洞村崔麦卿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永汉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金路桑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凯诚桑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天丝蚕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樊治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蒋官仓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牛犇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永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刘小五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段铁锤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任安辰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张廷义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繁宇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京礼鹅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易盛有机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官丰农业合作社
洛宁县利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兴伊裘皮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兴源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昌川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王召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观湾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龙祥农业专业合作社
洛宁鸿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兴农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绿野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利源祥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刘耀军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富康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三乐农机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福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农科人农资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崛山苹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鼎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小军草莓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焦兴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岭南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竹园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绿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涧口乡硕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育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涧口乡全富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北村万利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洪岭民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亢洼民优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良泉沟杏香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南洞农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山底农强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景阳镇山底竹香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惠民薯粉加工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长青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西山底乡金星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段振京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西山底乡彭洼村席青庄养牛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富农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富民养殖专业合作社
吕村庙河养殖专业合作社
马东东晨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董金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小理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李彦文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里石头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文俊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邹振飞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上戈镇上坡子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上戈镇学治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毛草洼农业合作社
洛宁县韦书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袁风明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保有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丰南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程相亚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韦爱民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富西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龙山农民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刘文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王金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龙山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南丰丰润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东南惠农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下陈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梓种植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兴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凡村专业合作社
元村金鸡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张营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张营金鸡扶贫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薛桥新合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兴寨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益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大许益农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赵村镇伏牛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张克哲养殖专业合作社
洛宁县家美农业专业合作社

拟 登 记 注 销 公 告 以下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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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YZC-H-2021-002的《债权转
让合同》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河南亿立钢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三户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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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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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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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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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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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付给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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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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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女士 电话：0371-61777592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汤阴县邺南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河南亿立钢构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爱国物流集团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滑县王庄镇宏达环保节能建材厂

债务人名称序号

1

2

3

590

400

196.99

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 担保人名称

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亿安钢构有限公司 、段周全、姜红敏

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爱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靳姣姣、王天龙、任爱国、张虎林、王爱英

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赵红彬

原债权人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 计 1,186.99

公告清单单位：人民币万元

根据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拓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YZC-H-2020-251的《债权转让合同》
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安阳恒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等九户享有的主债权、
对担保人享有的担保权益及相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了河南拓嘉实业有限公司。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拓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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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拓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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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拓嘉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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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拓嘉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5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0年12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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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付给河南拓嘉实业有限公司的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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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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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女士 电话：0371-61777592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河南拓嘉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名称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折合人民币贷款本金余额 担保人名称 原债权人

公告清单单位：人民币万元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总 计

安阳恒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安阳市慧丰纸业有限公司

安阳市联泰商贸有限公司

安阳宏泰丰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富源鑫洋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双信炭黑有限公司

洛阳宝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南阳市超明标准件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运千山物流有限公司

500.00

359.00

500.00

430.00

1,250.00

1,748.72

796.29

984.87

950.00

安阳市长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马磊 、马志广、宋文君、马红军 马智亮、骈蕾、马复军、王九娣

安阳市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建军、赵慧平

安阳市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斌夫妻

安阳市信用担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刘魁、宋玲玲

新乡市福鹰车业有限公司、河南尚品优塑科技有限公司、李秀梅

河南东信轮胎有限公司、河南科峰炭材料有限公司、董新

河南新正阳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众意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洛阳腾宇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王重阳、刘春玲、张建国、雷正山、王佩及配偶刘凯伦

郑州市众成五金机电有限公司、董俭爽、赵英、张东阳、申琳

河南东方企业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市新运物流有限公司、新乡市新运交通运输有限公司、董自文、田菊霞、常魏然

7,5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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