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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本报通讯员 李昂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与实体经济互
为依托。6 月 16 日，记者从中原银行获悉，
为了实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自身高质量发
展，中原银行牵头联手省内 60 多家知名企
业，成立了“中原供应链合作发展联盟”。

发展供应链 普惠更多小微企业

在商务厅副厅长何松浩看来，近年来，
我省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全国经济大省，
产业融合进一步加快，产业链条进一步完
善。中原银行作为国家金融类试点企业之
一，主动作为，积极融入我省经济发展的大
局，在参与供应链建设中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为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提供安全通道，为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金
融服务。

中原银行自成立以来积极贴近市民服务
小微、推进“三农”，积极践行“金融豫军”的使
命担当，坚持“传统业务做特色、创新业务找
突破、未来银行求领先”。截至 2018年年底
该行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投放余额 100 多亿
元，服务小微企业超过3万户。

中原银行行长助理刘清奋表示，如今，中
原银行作为发起行，成立中原供应链合作发
展联盟，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又一次生动
实践。省内 60多家知名企业、和供应链相关
的科技公司与中原银行联手形成命运的共同
体，以期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的良好局面。

“众人拾柴火焰高，构建一个产业生态
圈，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各会员单位能够针
对发展的痛点、难点，积极献计献策，充分参
与，将会持续推动中原供应链合作发展联盟
健康发展。”刘清奋说。

科技赋能让供应链金融成为“可能”

在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军看来，供
应链合作在当下是炙手可热的话题。这主
要与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关。“信息不对称，

银行成本高，风险管控难”是小微企业融资
难的主要原因，尽管当前很多金融机构拥有
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但是还缺少足
以让他们准确了解这些风险信息的历史数
据。

成立的联盟可以集合银行、小微企业，甚
至第三方的机构，通过互联网技术，通过打造
线上平台，来实现资金流、信息流、商流在平
台上数据共享，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全程数据
采集。

“供应链金融能够整合供应链的各种要
素，填平信息鸿沟，避免信息孤岛，增加有效
供给，满足供应链上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军建议，相关各
方应建立以数据链接为纽带，以数据驱动为
核心的命运共同体。对于供应链上的最关
键的主体，要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心态共享
必要的数据。供应链相关企业，要解决制约
供应链发展的突出的问题，让企业管理更加
规范。

供应链金融发展前景可期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俊
发认为，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改革开放
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加工厂，打造的价值链很
少，为了使我们的产业链能够创造更多价值，
我们只有通过改造供应链来实现。在他看来，
做供应链金融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企业的
供应链系统要建立起来。其次，金融机构积极
参与。第三，要良好的法制环境和有效的风险
控制。

联易融资产拓展三部杨强说：“全球的平
均的账期是66天，国内是92天，还有众多的更
小微的企业的账期远远的超过92天。”目前我
国供应链金融，深度广度不足，中小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供应链金融的
运作的空间还很大。供应链金融未来可以赋
能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变革、助力产业高质量
的发展、推进商业信用体系建设。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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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李磊）6月14日，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省委第十五巡回指导组
到会指导。

中原农险党委书记、董事长毕治军说，在公
司转型提升、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当其时、正逢所需，一
定要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认真落实“十二字”总要求，
准确把握“五大目标”“四项基本要求”，确保中
央、省委部署要求和规定动作不走样、不漏项、落
到位，使守初心、担使命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

动。同时结合企业实际，创新体现中原农险特色
的方法举措，把开展主题教育同做好公司当前重
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抓、两促进，真正把教
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的扎实行动，
在产品、技术、模式、管理等方面加快创新，着力
打造核心竞争力；持续发挥好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建设主力军作用，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保
险服务面，加快出省发展步伐，推进由区域性保
险公司向全国性保险公司转型；围绕全省打好

“四张牌”、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普惠金融、“四优
四化”等重大工作部署，创新保险服务，努力在服
务全省大局中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⑦5

头条聚焦

“金融豫军”牵头成立
中原供应链合作发展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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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农险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沈晓旭）6月
15日，郑州银行“践初心 庆七一”红歌快闪活动
郑州站在河南省艺术中心、郑州银行大厦举行。
近百名郑州银行员工身着工装，以最饱满的热情
唱响红歌，为党庆生。

为庆祝建党九十八周年，6月 10日—15日，
郑州银行在郑州、洛阳、开封、商丘、驻马店等 5
个地市的标志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陆续开展庆

“七一”红歌快闪活动。其中，郑州站是此次全省

红歌快闪活动的最后一站，也是五站活动中动员
人数最多、场面最宏大的一站。当天，郑州银行
员工百人齐唱红歌这一激动人心的场景吸引不
少市民驻足观看，成为炎炎夏日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

通过此次全省联动红歌闪唱活动，郑州银行
以实际行动献礼建党九十八周年，满腔赤诚唱出
郑银人忠党爱国的初心，展现郑银爱党风采，弘
扬新时代“郑”能量。⑦5

本报讯（记者 孙静 通讯员 李磊）“天气虽然炎
热，你们却送来了凉爽”。6月15日，商丘高辛镇秸
秆禁烧执勤点一位工作人员对太平财险慰问组说。
据介绍，太平财险深度参与商丘市秸秆禁烧管控工
作，在重点地块、主干道两侧的区域搭棚设执勤点，
实行24小时值守制，并组成慰问小组带着矿泉水、
面包等奔赴该市25个秸秆禁烧管控执勤点，慰问一

线工作人员。在永城侯岭乡十八里村，太平财险还
为秸秆禁烧工作服务站的工作人员送去了50万元
的人身意外险保障，用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环保大局。

太平财险河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太平
财险将积极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禁烧秸秆
工作的支持力度，助力政府重点工作的落实，展
现央企担当。⑦5

“践初心 庆七一”

郑州银行：红歌快闪燃绿城

太平财险河南分公司积极参与秸秆禁烧工作

业界传真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 通讯员 宋永安）6月
17日，记者从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获悉，该行为更
好地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在浙商银行总行的支持
下在郑州龙湖金融岛购置了办公大楼，成为系统
内第一家在筹建期就购置办公大楼的分行。如
今浙商银行郑州分行又成为我省第一家入驻金

融岛的金融机构，率先点亮北龙湖。
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还将继续发挥其改革、

合作、创新的发展理念，借助龙湖金融岛广阔发
展的契机，进一步助力河南振兴、中部崛起、中
原更加出彩，努力成为北龙湖最亮丽的一道风
景！⑦5

浙商银行率先点亮北龙湖

中原供应链合作发展联盟成立仪式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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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下称“广发银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中原资产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广发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2019年
4月23日依法打包转让给了中原资产公司。广发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原资产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18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 年 2 月 20 日的贷款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应支付给中原资产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
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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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
并已由广发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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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发银行或中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

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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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河南恒瑞橡塑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鹤壁市嘉宜商贸有限
公司

鹤壁市源恒物资有限
公司

鄢陵青雅花木有限公
司

禹州市中陶卫浴有限
公司

河南柳江生态牧业股
份有限公司

河南向阳红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禹州市泰龙发制品有
限公司

焦作港华畜产品有限
公司

焦作同心电缆有限公
司

孟州市合福皮业有限
公司

孟州市聚贤皮业有限
公司

沁阳市华鑫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

洛阳钼都矿冶有限公
司

河南省银河棉麻有限
公司

信阳强能新型墙材有
限公司

禹州市冠华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洛阳澳成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南阳市九州龙腾货运
有限公司

南阳市瑞丰粮油有限
公司

郑起重工有限公司

鹤壁市申氏铸业有限
公司

河南中润汽车贸易服
务有限公司

灵宝市好运来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灵宝市宏旺汽车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
有限公司

河南农建实业有限公
司

河南中原粮棉油交易
市场有限公司

河南丹龙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河南豪源市政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13102213Z090

13105614Z071、
13105614Z071-展(01)

13105614z067、
13105614z067-展（01）

13105615z017

13105616Z038

（2018）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101号

（2017）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248号

13106216z007

13160117121001

13160116014121001

13160117121002

13160117121003

13160114Z003

13107216Z020

13106815Z009

13106817Z001

（2018）郑银短贷字第
000006号

13106815Z034

13162115124001

（2016）宛银短贷字第
000002号

13104916Z025

13104915Z039

13107115z026 （2016）郑
银展字第00008号

13165115z011

13165116z022

（2017）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336号

13103315Z025

13103315124001

13105917Z017

13105917Z003

贷款本金余额(元）

5,961,400.00

9,000,000.00

8,996,036.62

3,000,000.00

10,895,762.31

25,000,000.00

7,290,000.00

13,000,000.00

2,299,619.94

22,999,928.33

2,299,526.62

2,298,911.20

29,888,709.73

79,549,407.21

9,000,000.00

5,000,000.00

4,992,045.73

9,932,857.15

13,800,000.00

19,000,000.00

19,703,676.35

7,896,214.17

18,437,867.50

7,000,000.00

8,867,308.36

24,908,898.47

40,000,000.00

48,995,337.85

1,762,205.19

2,993,441.50

担保人名称

河南恒瑞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国民

李兆、李峰卫、李保民、秦磊

胡清岭、贾记庭、李军民、王爱清、鹤壁市源恒物资有限公司

支凤巧、支占伟、黄彦芹、张红见、许昌纬鼎纺业有限公司

禹州中盛实业有限公司、禹州盛轩纸业有限公司、禹州市新世纪体育公园有限公司；杨红
晓、李东晓、杨枝、王新胜、王建奇、刘凤英

鹤壁市杨海畜禽有限公司、许殿明、张春花，河南柳江生态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千年丰农业机械有限公司、洛阳市煌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洛阳丰收农业机械装备
有限公司（担保承诺函）、邓顺海、曾福林、陈洪涛、朱新雨、李国珍、胥蓉芬、张晶

禹州市泰龙发制品有限公司、徐国防、李红霞、李建伟、郑翠玲

孟州市合福皮业有限公司、孟州市聚贤皮业有限公司、焦作市远一皮业有限公司、杨毅、
崔金芬

武川、王跃东、杨丽、魏景花

焦作港华畜产品有限公司，孟州市聚贤皮业有限公司，程合福、杜月娥

焦作港华畜产品有限公司、孟州市合福皮业有限公司、王元合、王秋霞、王军辉、王智辉、
李彩丽、陈欢

买锦宏、吕爱琴、沁阳市华鑫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洛阳钼都钨钼科技有限公司

盛国栋、袁伟霞、李晓阳

信阳市财金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信阳朝阳保温建材有限公司、信阳市新天地新型建材有
限公司、熊爽生、陈雪、曾友、熊桂生

河南森茂机械有限公司、禹州市传龙锯床配件有限公司、程相杰、杨爱琴

洛阳大华瓷业有限公司、洛阳豫港龙泉铝业有限公司、晋亮亮、晋备战、远雯

河南龙腾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南阳龙腾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付保强、何风、赵喜梅

南阳市新亚石油有限公司、朱道虎、张秀芬

河南省郑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河南郑起港务有限公司、宋彦东

申宝华、李付爱、孟凡路

河南和悦致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河南中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大河车城汽车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新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卢义峰、段永岗、李洁

灵宝市好运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段胜建、李纪华

灵宝市宏旺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朱二红、师焕平

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司、谢富强、曲芝鲜、谢朝杰、赵丹丹

河南农建实业有限公司、王禄、焦爱珍

北京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图木舒克疆绒纺织有限公司、杨东明、王拴紧

鄢陵县中方神卉花木有限公司、鄢陵经韦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
司、杜百磊、葛青建、葛凤婵、潘孟龙、葛少丹、康海涛、康彦杰

鄢陵翠柳花木有限公司、鄢陵县瑞林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韩瑞、张伟、彭勇建、陈丽
娟、贾建领、郭俊玲

序号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借款人名称

河南省鄢陵县东润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天成彩铝有限公
司

许昌海艺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许昌恒丰园林有限公
司

许昌中晟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鄢陵翠柳花木有限公
司

鄢陵经韦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鄢陵县丽都园林绿化
有限公司

鄢陵县绿艺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瑞林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润达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鄢陵县桃花源花木有
限公司

鄢陵祥甲花木绿化有
限公司

鄢陵新绿州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电气有限公
司

河南景缘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

郑州哈瓦洛轴承有限
公司

新乡市天光科技有限
公司

河南新马车辆有限公司

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骏达木业有限公司

山西粟海集团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13105917Z010

（2016）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200号

13105917Z020

13105916Z057

13105916Z084

13105916Z031

13105917Z018

（2017）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466号

（2017）郑银综授额字第
000470号、（2017）郑银综
授额字第000470号-01

13105916Z083

13105916Z086

（2018）郑银短贷字第
000062号

13105916Z085

13105916Z066

13105916Z034

13105913Z078

13105916Z033

13100115625001

13109116Z008

13109115Z024

13104315Z019

13105216Z018

13165115Z022

13165115Z019

贷款本金余额(元）

5,927,927.54

29,799,722.73

5,940,000.00

4,800,000.00

2,466,000.00

1,992,509.02

1,317,776.85

18,300,000.00

1,750,000.00

3,454,360.06

2,498,000.00

5,399,927.48

1,889,326.95

1,800,000.00

4,999,953.00

4,593,799.95

6,000,000.00

18,875,794.46

99,643,890.85

6,379,997.98

43,000,000.00

59,999,002.17

72,382,736.37

49,960,949.00

担保人名称

许昌海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裕鑫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李新立、赵秋兰、
王建有、崔文平、张小伟、陈起飞、郑会芳

河南恒丰钢缆有限公司、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马延峰、赵冬梅、李钦社、赵卫
霞、李幸伟、王利娜、陈英雷、张乔娟、李晓利

河南省鄢陵县东润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裕鑫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李新立、崔文
平、张小伟、陈起飞、郑会芳

许昌远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河南国瑞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张云志、董景丽、雷新玉、陈兰
花、魏山清、田艺军

鄢陵县绿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桃花源花木有限公司、牛保忠、邢利娜、李俊
波、居雪玲、李志强、吕淑云、牛红永、李会巧

河南省元泰恒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东盛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彭勇建、郑洋
洋、李国力、王菊香、李军伟、陈洪岭、刘芝妮、陈丽娟

河南丹龙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中方神卉花木有限公司、河南建润实业有限公
司、杜百磊、葛青建、葛凤婵、康海涛、康彦杰、张永太

许昌金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丽都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鄢陵祥甲花木绿化有限公司、河南
众森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郑红初、彭兰花、曹建军、程俊红、王红敏、孙红喜、石云飞、牛艳华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许昌金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祥甲花木绿化有限公司、王红
敏、王宏杰、梁爽、郑红初、彭兰花、曹建军、程俊红、孙红喜、于东亮、赵红亮、赵志恒

许昌中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桃花源花木有限公司、李俊波、居雪玲、牛保忠、
邢利娜、李海波、杨丽丽、李志强、吕淑云

鄢陵翠柳花木有限公司、河南豪源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韩瑞、张伟、彭勇建、陈丽娟、
贾建领、郭俊玲

葛保太、支秀霞、乔五民、杜霞、乔星宇

许昌中晟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绿艺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牛保忠、邢利娜、
李俊波、居雪玲、李志强、吕淑云

鄢陵县花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许昌金锄园林景观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鄢陵县丽都园林
绿化有限公司、孙红喜、彭兰花、毕艳丽、李尚海、郑红初、曹建军、程俊红、王红敏

河南景缘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新大地园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徐弼武、李岩、赵
华锋、徐少锋、贾会奇、徐龙辉、王春霞、梁惠

朱俊广、李鹏、李泽勇、程中健、李长江、曹素兰

河南新大地园林生态建设有限公司、鄢陵新绿州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徐弼武、李岩、
徐少锋、贾会奇、徐龙辉、王春霞

宋亚军、河南中亚冶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优必胜钢管冷辗有限公司

河南新乡华丹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河南三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新彬、张广霞、新乡
市天光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力之星三轮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吕生银、李继红

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红旗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阳光油脂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粟海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市博鸣木业有限公司、山西鑫源兄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省运城市风信实业有限公司、李家祥、李家林承

山西骏达木业有限公司、朱苏海

中原资产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才高街6号
联系人：马先生 袁先生
电话：0371-61777626 0371-61777627
传真：0371-61777575

广发银行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联系人：鲍女士
电话：0371-68599679
传真：0371-68599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