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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许昌市兴
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许昌市兴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
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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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许昌市兴昌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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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昌市兴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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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许昌市兴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履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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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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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
此公告。

担保方式
保证

抵（质）押
并保证

抵（质）押
并保证

抵（质）押
并保证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许昌德亿田
农资有限公
司

河南省博康
瓷业有限公
司

禹州市侯氏
瓷业有限公
司

许昌锦桂园
林有限公司

本金（元）
10,000,000.00

2,745,292.29

1,712,236.00

2,471,021.40

利息（元）
2,617,334.95

365,593.67

221,341.50

371,463.82

费用（元）
124,438.89

14,898.00

0.00

18,325.00

保证人情况
保证人：许昌亿田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许
昌市财信担保有限
公司、张峻基。
保证人：禹州市和源
瓷业有限公司、李建
设、李亚丽、樊聪枝、
闫晓磊。

保证人：禹州市欣荣
瓷业有限公司、侯建
飞、裴盼盼、侯建峰、
刘冉、侯建伦、解红
娟。
保证人：赵辽原、娄
丽媛、段晓帅、许昌
汇丰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

抵（质）押物基本情况
无

李建设、李亚丽名下位于郑州市
金水区凤台路2号4号楼西3单
元7号，房产面积171.02平方米，
房 产 证 号 ：郑 房 权 证 字 第
0301002004号。
抵押物为侯建峰名下住宅，位于
郑州市文化路120号院4号楼西3
单元26号，房产面积124.58平方
米，房产证号：郑房权证字第
0201112998号。
抵押物1：刘凯旋名下房产位于许
昌县利民路南侧县委住宅楼2号
3层309室，房产证号：许县房权
证许昌县字第A0017977号，房产
面积150.88平方米，用途为住宅；
抵押物2：马闯名下房产位于魏都
区南关办事处七一路清华苑1幢
东起5单元6至7层西户，房产证
号：豫（2017）许昌市不动产权第
0039237 号，房产面积 220.57 平
方米，用途为住宅。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如公告清单中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与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名称不符，以借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

债务人、担保人名称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371—65510331

许昌市兴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电话：0374—2980029

2021年3月22日

我公司拟对拥有的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对外打包竞价处置，资产包债权总额 1,
198,013,573.66元，其中本金合计 970,677,700.22元，利息合计221,593,159.09（利息暂计算至2020年7月28日），费
用（诉讼费）5,742,714.35元。担保方式涉及抵押、、质押、保证。具体情况如下表（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具体债权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查阅。
现拟于2021年3月31日上午10时，在郑州市红专路82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采

取连续竞价方式对上述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让（在该项目的第一次公开竞价转让中，仅有一位意向购买人报名）。
有意竞买者，请即日起向我公司咨询详细情况，并于2021年3月30日17时前向我公司指定账户交纳人民币

4400万元的保证金（以截止时间前到账为准），携带有关证件[法人和其他组织须持有工商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材料；公民（自然人）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价手续，或查阅相关资料。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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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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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除外）。

交易条件：若竞价成功，应在竞价成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我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21年11月26
日前一次性向我公司支付全部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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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我公司举报。
公告有效期：自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3月30日。
咨询联系电话：0371—65510257
联系人：刘女士
举报电话：0371—65729165
监督人：黄先生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
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示

序号
1

2

3

债务人名称
河南大用实
业有限公司

河南大用邦
杰食品有限
公司

开封大用实
业有限责任
公司

合计

本金
700,000,000.00

98,677,700.22

172,000,000.00

970,677,700.22

利息
155,762,817.82

22,160,097.53

43,670,243.74

221,593,159.09

费用
4,086,669.00

616,955.00

1,039,090.35

5,742,714.35

保证人情况
担保人：杜文君、张素
芹、杜磊磊、宋扬扬、
大用控股有限公司

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
司、河南大用赛福食
品有限公司、杜文君、
张素芹、杜磊磊、宋扬
扬
杜文君、张素芹、杜磊
磊、宋扬扬

抵（质）押物基本情况
抵押：河南大用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河南省中小企业投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杜文君、杜
磊磊持有的大用控股有限公司股
权质押，杜磊磊、杜保堂的名下河
南盛弘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河南盛弘地产有限公司杞县大用
分公司名下的杞籍国用（2012）第
043号、杞籍国用（2012）第044号
土地使用权抵押。

开封大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的土地使用权、房产和机器设备
抵押，杜文君持有的河南大用实
业有限公司股权质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2021年3月22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3月30日10时开始在中牟县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系统（http://www.zmxggzy.com/）公开
拍卖郑州绿博文化产业园规划设计专业园区孵化器（晨阳路
北、静心路东）办公楼、餐厅租赁经营权。分为以下五个标的：
1.主楼4—12层办公楼（11729.18平方米）15年租赁权；2.13—21
层办公楼（11729.18平方米）15年租赁权；3.主楼1层配套商业
（265平方米）5年租赁权；4.餐厅一层（984.98平方米）5年租赁
权；5.餐厅二层（984.98平方米）5年租赁权。

欲参加竞买者，即日起请向本公司咨询详细情况，索取查
阅相关资料，于2021年3月29日17时前交纳规定数额的竞买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展示时间：2021年3月24~25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联系电话：0371—62388158 15538212023
网 址：www.hnycpm.com

河南豫财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2日

河南商报讯（首席记者 孙科）每发
现一处排污口，罚排污口所在地县级政
府200万元；将河湖长制工作纳入郑州全
市综合考评……

日前，河南省郑州市第85次市政府常
务会议专题研究了年度河湖长制工作，会
议确定了河湖长制工作“四、五、六”布局
（即紧盯“责任实、四乱清、水质优、机制活”
四个目标，完成“体系建设、专项行动、综合
施治、机制运行、基础工作”五大任务，采取

“查、报、督、约、考、罚”六项措施）。

在责任实方面，郑州河湖长巡河任务
要100%完成、“三个清单”交办任务100%
完成、基层河湖巡察员100%落实并开展常
态化巡察养护。四乱清方面，上级交办、本
级暗访发现的河湖“四乱”问题100%整改
并销号。水质优方面，国控、省控断面水质
100%达标、28条市级河长责任河流全面消
除劣Ⅴ类水、81个县级河长断面水质74%
以上达标。机制活方面，“河湖长+警长”

“河湖长+检察长”机制运行顺畅、“2432”工
作法有效落实、河长办及成员单位责任落

实、河长交办任务100%完成。
此外，会议还要求，要建实配强基层

巡察员队伍，打通河湖管理“最后一公
里”。加强黄河等重点河流问题治理。
每月检测市级河流 81个断面水质，及时
掌握水质状况。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
检察监督的有效衔接。

同时，会议强调，要按照《郑州市河湖
长制工作督察制度》要求，组织力量对年
度重点工作、河湖水质、专项行动开展等
情况实施日常督察。将河湖长制工作纳

入郑州全市综合考评，对年度任务开展情
况进行综合考评，并加强结果运用。财政
处罚方面，按照要求，每发现一处排污口，
罚排污口所在地县级政府200万元，由市
财政直接划扣，通过罚款倒逼河湖长制工
作见效。

河南商报讯（首席记者 王苗苗 通
讯员 华小亚）3月21日是第十个世界唐
氏综合征日，为唤起更多人对该病的重
视，3月20日，河南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
会联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开展了以“重
视产前诊断 关爱唐氏儿 我们在行动”
为主题的系列公益活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主
任崔世红表示，随着孕产妇年龄的增加，
染色体的纺锤丝老化，唐氏综合征的发
生率会逐渐提高。此外，工作、生活、饮
食等都会造成染色体、基因突变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宝宝发育过程当
中结构上的问题。

“唐氏综合征是一种染色体疾病，最

明显的表现就是智力低下、生长发育迟
缓，伴有多系统畸形、生活不能自理。目
前对唐氏综合征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

‘唐宝宝’的出生，对自身、社会及家庭都
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崔世红说。

同时，人们也需要避免一个认识误
区，即认为大宝健康，二宝就没有风险。

那么，如何预防“唐宝宝”出现呢？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产六病区主任罗晓华
认为，通过开展孕期唐氏综合征筛查与
产前诊断，可有效减少唐氏综合征宝宝
的出生，降低出生缺陷。

“河南省民生实事有一个免费筛查
的项目，是在孕 15周到 20周零 6天之间
做一个免费的孕中期唐氏筛查，发现疑

似高风险或临界风险的孕妇后做进一步
的产前诊断，以明确胎儿是否有可能是
唐氏儿。”罗晓华说。

据了解，当天活动现场还开展了科
普知识讲座和义诊咨询。义诊现场汇集
了来自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产前诊断中
心、产科、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等多个科
室的 16位知名专家教授，当天上午就免
费诊治患者近300人次。

预防“唐宝宝”宝妈要避免这个误区
大宝没得唐氏综合征，二宝就没风险？第十个世界唐氏综合征日来临，听专家为你答疑解惑

郑州市确定2021年河湖长制工作布局，河湖长制工作将纳入郑州全市综合考评

每发现一处排污口
罚所在地县级政府200万元

扫 码 关 注 公 众
号，0到7岁宝宝健康
成长路上，“家有小
宝”伴你同行

扫码查看更多2021
年河湖长制工作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