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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第九大街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6日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5月8日上午10时整在中拍平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报废网络设备一批；2.报废办公设备一批；3.旧机动车一辆。
报废网络设备、办公设备竞买申请人条件：
1.竞买企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的企业法人；竞买人注册资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如注册资金

为非人民币的其他货币，以发生（交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计算所得出的人民币金额为准；2.竞买企业在环保部门已认证通过符合环
保资质要求、具备省级环保部门颁发、省级环保部门下放或委托省辖市颁发的有效期内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竞买报废网络设备、办公设备的企业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以及经营范围含有《国家危险废物目录》中废电子电路板（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为HW49中的900-45-49）收集、贮存、利用或处
置的资质，提供收购、处置跨省转移联单和批复文件，能在省级环保部门官网上得到验证（在网上查询），无河南地域限制说明；3.竞买企业需提供政府商
务部门核发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备案登记证明；4.竞买企业须具备且提供运输车辆《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含9类危险废物）的复印件并加
公章或与有危险废物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合作文件原件，文件中应包含运输时间范围、电池范围、电子设备、电路板等信息；5.竞买企业必须在拍
卖成交、交纳成交价款后，30工作日内完成环保部门办理危险废物转移相关审批手续及拍卖标的实物清点、移交，买受人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办理转移
手续，视其不具备履约能力而视为买受人违约，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并按照《拍卖法》第39条的规定处理；6.竞买企业需提供在河南省环保部门备案的
证明材料（河南省内竞买人授权代表在拍卖人公司现场登录或提供账号与密码由拍卖人检查，河南省外竞买人提供成功办理过，经环保部门批复的跨省
转移证明材料，在网上查询，证明材料审核不通过的不具备竞买资格）；外省竞买企业能得到所在地环保部门同意接收的承诺，提供收购、处置跨省转移
联单和批复文件或在河南省环保厅的相关申请和联单案例（两年内相关成功转移案例）；7.竞买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
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的竞拍。不同竞买人的委托代理人及业务联系人不得为同一人，否则均不得参加竞拍；8.如提供虚假手续参与审核报名或出
现其他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将其列入不良记录，三年内不得参与本公司及委托人组织的相关资产拍卖活动；9.竞买企业交纳竞买保证金须由竞买企业
以公对公帐户转入到我公司指定账户，不接受个人账户转账；10.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买。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5月7日16时前提供上述相关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我公司进行资格审核，资格审核通过后才可以办理竞买手续。所提供
的相关材料有任何一项未通过或未提供的，就不具备参加本次拍卖会的报名资格。

资格审核通过后请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16 时前向我公司指定账户【全称：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开户行：建行郑州行政区支行，账号
41001503010050208059）交纳竞买保证金，标的一交纳竞买保证金240万元、标的二交纳竞买保证金1万元、标的三交纳竞买保证金5000元（保证金以实
际 到账为准，若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2021年5月6日、7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系地址：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13号
联系电话：0371-65922565 1393904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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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河南龙商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集资诈骗案件集资客户确认

登记公告
现对河南龙商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集资诈骗案件集资客户确认登

记并进行第一期兑付，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登记对象
河南龙商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案件集资客户（以下简称集资客户）。
二、登记办法
登记必须提供如下材料：
1.集资客户有效身份证明（身份证、户口本、军官证、公安机关出具的

户籍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3份）；
2.代理协议等相关的合同原件及复印件（3份）；
3.本金及利息（分红）的收付款凭证等相关证明原件及复印件（3

份）；
4.集资客户本人名下的郑州银行卡（一类卡）及银行卡复印件（1

份）。
三、登记时间
自2021年5月6日起20个工作日内集资客户亲自到场登记。
四、登记地点及联系电话
地址：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非法集资案件受理中心107室
联系电话：0371—86550587
如有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方式登记的，一经查实，将从严追究其法

律责任。

郑东新区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4月26日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
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与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
从公告之日联系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37165510766；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26700048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浙江浙易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2月15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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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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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浙江浙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6日

债务人名称

虞城县恒鑫
纺织品有限
公司

商丘市九州
纺织原料有
限公司

合计

本金

38,439,481.93

59,990,974.70

利息（利息截止
至2020年 12月
15日）
7,522,112.30

24,304,545.46

担保人名称

虞城县辰龙纺织有限
公司、林钊如、李东
红。

南阳大地棉业有限公
司、刘鹏、刘瑞英、河
南华商纺织品有限公
司（抵押人）。

抵押物或质押物

抵押物1：虞城县恒鑫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城关镇诚信
大道南侧二号车间（房产证号：虞房权证城关字第
1300038143号、虞房权证城关字第1300038144号、虞房
权证城关字第1300038145号，总建筑面积25617.36平方
米；土地证号：虞国用2013第00058号，性质为工业用
地，面积为22427.17平方米）；抵押物2：虞城县辰龙纺织
有限公司名下的工业用地，土地证号：虞国用（2013）第
00035号，坐落于虞城县工业大道北侧，面积：48741.639
平方米。
河南华商纺织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虞城县科迪大道东
侧2#车间（房产证号：虞房权证城关镇字第1400040310
号，建筑面积32091.8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虞国用
2014 第 00060 号，出让工业用地，面积 86288.80 平方
米）。

130,257,114.39

单位：人民币元

河南商报讯（首席记者 杨桂芳）
“削平”还是外立面升级？位于郑州二
七商圈的友谊大厦的改造事宜，搁浅
近一年，仍面临一堆未知数。

近日，网上流传一张图：友谊大厦
的业主之一“郑州华侨友谊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张贴出一张《征询意见
书》，其中提到：根据政府决定，友谊大
厦七层（含）以上房屋进行征收补偿拆
除，因为广大业主意见不一，分歧较
大，使得拆迁工作搁浅，确实有“搁浅
争议，维持现状”的迹象。

“复杂问题简单化，我们面临的困
惑就是‘两难选择’。”意见书提到，为
此，友谊公司发出征询，征求广大业
主意见，一是接受拆迁补偿意见，二
是坚持诉求。如果多数业主接受拆迁
补偿意见，友谊公司愿与广大业主共
同努力推动拆迁工作的继续进行；如
果多数人坚持诉求，友谊公司也愿与
广大业主做好邻居，将对友谊大厦外
墙进行整体升级装修，让拆迁问题

“长期搁浅”。
据悉，2020年 5月，二七商圈提档

改造迎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关
键一步。当年 5月 16日，二七区德化
街街道办事处贴出通告，这条通告的
序号极为特殊，为“第1号”通告。按照
通告所称，自 2020年 5月起，对友谊大
厦 7层至 20层房屋依法进行征收补偿
拆除。

河南商报记者从辖区办事处获
悉，在“第 1号”通告发布后，辖区办事
处做了摸底工作，但因为业主意见不
一，后来没有就此事进行新的推进。

据友谊大厦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友谊大厦 7层（含）以上有 500多户
业主，但对于辖区征询意见中提的拆
迁标准问题，大家持不同意见。此次
张贴公告，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共同协
商，提供协商机会，推动事情发展。

如何才能推动诸多业主及各方目
标达成一致？

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一些业主时，
有声音认为，当“依法、依规，在此基础
上达成一致意见，如果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就要保持充分沟通”。

一位业主还提出了先由第三方评
估再决定拆迁标准的办法，通过有说服
力、公正力的评估结果来说服大家。

大家对赔偿标准意见如何？辖区
街道办接受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也提
到，街道办之前摸底的时候征求意
见，后来改造事宜搁浅，目前没有新
的进展。

友谊大厦“削平”计划生变？
郑州二七商圈的友谊大厦去年被报道6层以上全部拆除，因业主意见不一，改造事宜搁浅

河南商报讯（记者 王访贤 通讯
员 朱磊 王世钊 曹楷）郑州机场中
转服务业务再升级。2021年 4月 22
日，郑州机场与长沙、深圳、昆明、兰
州五家机场联合中国民航信息网络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组成“跨省中转
通机场联盟”。今后，旅客在这五家
机场之间以及未来更多联盟机场之
间中转，可实现一次值机、一次安检、
行李直挂、无忧中转的畅行旅途。

郑州机场工作人员介绍说，针对
旅客关注的中转行李服务问题，郑州
机场积极筹建中转服务系统，上线

“中转预约”服务小程序，为经郑中转
旅客提供行李免提服务。其中在今
年一季度，已保障跨航空公司中转行
李 3万多件；通过“中转预约”服务小
程序预约中转免费住宿的旅客达到
了1.8万多人。

下一步，旅客经郑州机场中转
时，注册使用机场认可的“中转旅客
服务”微信小程序，可提前预订机场
中转服务产品，旅客在郑州机场中转
可享受到多项人性化优质服务，主要
有：免费休息、免费小食品及饮品、免
费正餐、免费上网、免费书刊棋牌、隔
夜免费住宿，免费退改签、惠购物、惠
餐饮、优先办理值机手续、优先登机、
免费专人专车引导快速登机、免二次
安检、行李直达等。

2020 年 5 月 16 日，二七区德化街街
道办事处贴出通告，自2020年5月起，对
友谊大厦7层至20层房屋依法进行征收
补偿拆除。

通告解释为：按照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和郑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将二七
商圈建设成为郑州人的精神家园、河南
省的消费中心、全国城市复兴的典范”的
总体部署，结合二七商圈实际，经研究决
定，自2020年5月起，对友谊大厦7层至
20层房屋依法进行征收补偿拆除。

2020 年 5 月 17 日，二七区人民政府
答复记者问时提到，为突显二七塔的庄
严肃穆，形成清晰的广场界面，将二七广

场周边建筑高度控制在28至30米，鲜明
烘托二七塔，二七广场周边形成高度、立
面、色彩等轮廓风貌一致，且匹配国家中
心城市地位的精神家园，经规划论证后
决定保留友谊大厦1~6层，拆除7~20层。

德化街街道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接
受河南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友谊大厦
1~6层的外立面也会有相应的升级改造。

郑州、深圳等机场
建跨省中转通联盟
可实现一次值机、行李直挂

链接

友谊大厦曾被报道只保留1~6层

河南商报记者 王访贤/摄夜幕下的友谊大厦和二七塔（资料图）

友谊大厦后续
如何进展，扫码持
续关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