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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ECONOMIC HERALD
公告 Notice

特此声明：本推介项目所

披露的信息仅供参考，最终资

产信息以意向受让方签订保密

协议后，转让方提供的最终资

料所记载的内容为准。相关标

的物信息以实物现状为准，房

产及土地实际状况以产权证件

记载为准。资产的瑕疵情况，

意向受让方应自行了解并作出

判断。本意向征集公告不构成

任何一项要约，转让方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拟对成武

县剑桥织业有限公司等57户的

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9年1月2日，该资产包债权

总额为153907 . 19万元，其中本

金119886 . 55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菏泽市、

济南市、日照市、泰安市、潍坊

市、烟台市、枣庄市、淄博市辖区。

上述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为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良好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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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

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

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

山东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李先生 杨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080308 87080327

电 子 邮 件 ： l i h o n g x i n g @

cinda.com.cn、yangji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 话 : 信 达 山 东 省 分 公 司 ： 0 5 3 1 -

87080335，丁先生；财政部驻山东省财

政监察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5，

李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 子 邮 件 ： d i n g t i a n w e n @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上述债权有关情况

请 查 阅 我 公 司 网 站 , 网 址

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2月1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形态 资产所在地 币种 金额 行业 担保和抵押情况 其他情况

1
成武县剑桥织业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108 . 21纺织业

由成武县锦源纺织有限公司、王琨、宋成忠夫妇、吕
成玲夫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机器设备101台。

2
山东成武海漾木

业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459 . 38家具制造业

由朱振华夫妇、梁青海夫妇、郑联生夫妇、韩召民夫
妇、赵同亮夫妇、朱启柱夫妇、王鸿展、郭诺、成武
县振兴棉业有限公司、成武县腾达棉业有限公司、成
武县宏达纺织品有限公司、成武县银海棉业有限责任
公司、成武县永康酒厂有限公司、成武县盛源纺织有
限公司、成武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机器设备27台

3
成武县锦源纺织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182 . 75纺织业

由山东成武正大塑料容器有限公司、张景广夫妇、田
留稳夫妇、王琨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机器设备
106台。

4
山东郓城金阳木

业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510 . 17木材加工业

郓城县兴安木业有限公司、郓城四达木业有限公司、
山东郓城华宇木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
物为山东郓城金阳木业有限公司院内钢结构厂房面积
为17964平方米；山东省郓城县华宇木业有限公司院
内钢结构厂房面积为3528平方米。

5
郓城县兴安木业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299 . 75木材加工业

山东郓城金阳木业有限公司、郓城四达木业有限公
司、山东郓城华宇木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6
菏泽市盛春木业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370 . 82

建筑用木料及木
材组件加工

菏泽市华福木业有限公司、郓城县兴安木业有限公
司、刘英杰、刘海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机器设
备，钢结构厂房5155 . 97平方米。

7
成武县农丰棉业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253 . 70

农产品初加工服
务业

由刘元春夫妇、成武县剑桥织业有限公司、宋成忠夫
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钢结构厂房2093平方米、机器
设备94台

8
郓城县四达木业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315 . 84木材加工业

郓城县兴安木业有限公司、山东郓城金阳木业有限公
司、山东郓城华宇木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物为钢结构厂房和设备，厂房面积为6232平方
米。

9
山东成武正大塑
料容器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126 . 17
橡胶和塑料制品
业

由成武县印龙纺织有限公司和张景广夫妇、姚潜夫
妇、张海宽夫妇、张常顺夫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
押物为钢结构厂房2496平方米、机器设备99台。

10
成武县腾达棉业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617 . 70

农产品初加工服
务业

由朱振华夫妇、梁青海夫妇、郑联生夫妇、韩召民夫
妇、赵同亮夫妇、朱启柱夫妇、王鸿展、郭诺、成武
县振兴棉业有限公司、成武县银海棉业有限责任公
司、成武县宏达纺织品有限公司、山东成武海漾木业
有限公司、成武县永康酒厂有限公司、成武县盛源纺
织有限公司、成武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抵押物包括钢结构厂房658 . 97平方米、机器设备
14台。

11
成武县银海棉业
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617 . 33
农产品初加工服
务业

由朱振华夫妇、梁青海夫妇、郑联生夫妇、韩召民夫
妇、赵同亮夫妇、朱启柱夫妇、王鸿展、郭诺、成武
县振兴棉业有限公司、成武县腾达棉业有限公司、成
武县宏达纺织品有限公司、山东成武海漾木业有限公
司、成武县永康酒厂有限公司、成武县盛源纺织有限
公司、成武恒源纺织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
押物包括钢结构厂房1144 . 68平方米、机器设备9台。

12
菏泽市志明印务

有限公司
债权 菏泽 人民币 403 . 72

包装装潢及其他
印刷

洛阳市菲腾君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菏泽嘉利华荣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张志明、孙小英、谷加立、张从琼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为钢结构厂房，21499 . 8平
方米。

13
济南冠岳商贸有

限公司
债权 济南 人民币 124 . 53批发

刘世香、李建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房产位于中
国·诺贝尔城A-1号楼506，房屋建筑面积93 . 23㎡

14
济南信义达包装

有限公司
债权 济南 人民币 150 . 60批发

济南兆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李雪平、余晓芳、刘世
香、李建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位于天桥区明
园小区4号楼3-503，房屋建筑面积62 . 24㎡

15
济南仙峰泰山化
工设备有限公司

债权 济南 人民币 363 . 41金属制品业
山东双隆电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朱传杰、赵方霞、
朱一民连带责任担保

16
济南金龙轮船运

输有限公司
债权 济南 人民币 195 . 16内河运输

王霖筑、徐成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位于天桥
区泉星小区二区11号楼1-805地下室及1-201房屋，房
屋建筑面积129 . 95㎡

17
山东世纪新锐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 济南 人民币 163 . 05
非专控通信器材
的批发零售

彭永和、王曼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为位于历下
区和平路诚基中心3号楼1-607室房产（房产证号码：
济房权证历字第173942号）设定抵押担保，该套房产
面积54 . 07平方米，为住宅式公寓。

18
日照腾跃工贸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1791 . 26

矿产品、化工产
品、木浆

刘戈、王贞、日照银利贸易有限公司、日照晟荣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已处置
完毕

19
山东国宏进出口

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4749 . 24煤炭

日照世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厉保墉及其共同债务人
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20
日照市森发商贸
物流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364 . 85
聚乙烯、镍矿进
口与国内销售

山东晨旭模具有限公司、山东日航贸易有限公司、许
双飞、郑成华、王媛媛、陈祥军、许秀平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担保。

21
山东华贝特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244 . 53
室内外装饰装修
等

丁照龙、徐莲莲、丁伟、刘堂娥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
保。

22
日照翰德工贸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8768 . 79煤炭

日照市翔宇经贸有限公司、日照市豪杰经贸有限公
司、张士花及其共同债务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
物已处置完毕。

23
日照泰坤经贸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60 . 52粮食批发

山东隆迪纺织有限公司、实林世东提供全额连带责任
担保。

24
日照鑫海能源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76 . 71煤炭

日照世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厉保墉及其共同债务人
分别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25
日照嘉禾利丰粮
油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1891 . 49
粮食收购、粮油
中转、存储等

日照阿掖山水产食品有限公司、曹善忠、仲霞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机器设备一宗。

26
山东中旗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2821 . 31

大豆、镍矿、玉
米酒糟粕贸易

日照蓬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禚洪凯及其共同债务人
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为日照市文登路西都
市花园036幢02单元602号房产，面积134 . 76平方米。

27
日照新北方煤化

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2112 . 45铁矿石、镍产品

日照弘川煤电有限公司、山东丽泽矿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徐宁及其共同债务人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担保。抵押物为日照市国际大厦001幢04单元1503号
房产，面积240 . 74平方米。

28
日照市通驰贸易

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2918 . 55矿产品贸易

武安市运丰冶金工业有限公司、武安市永诚铸业有限
责任公司、范胜华、王晓莹、崔运生、史花叶、崔东
阳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29
山东鲁粮矿业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6110 . 23铁矿砂、粮油

肖林、孙帅和山东鲁泽粮油有限公司、山东鲁粮化工
码头有限公司、日照龙泉绿茶厂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抵押物为日照市现代路西侧、汕头路南土地
使用权，面积40000平方米（二押）。

30
日照阿掖山水产
食品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20570 . 65
大豆、棕榈油等
的批发

山东昌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阿掖山集团有限公
司、日照阿掖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日照合丰铝塑
复合膜有限公司、苏同山及其配偶魏本爱、苏超及其
配偶王进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为日照市岚
山区圣岚东路北侧土地使用权，面积2842平方米。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形态资产所在地 币种 金额 行业 担保和抵押情况 其他情况

31
山东鲁泽粮油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674 . 72 铁矿砂、粮油

山东鲁粮矿业有限公司、孙海霞及其配偶宋延春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为日照市现代路西侧、汕头路
南土地使用权，面积40000平方米。

32
山东宸金贸易有

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5500 . 38

批发销售金精
矿、化工产品等

日照三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日照市国泰物资有限公
司、侯洪生、刘海强及其配偶郑志凌提供全额连带责任
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33
山东海瀚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28458 . 47

大豆、橡胶、棕
榈油进口与国内
销售

连云港乔盛金属有限公司、江苏森柏实业有限公司、山
东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新疆海瀚矿业有限公司、张
瀚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山东科力达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担保3000万元、日照志东经贸有限公司担保10000万
元、日照华良贸易有限公司担保12000万元。抵押物为日
照市岚山区海景假日花园岚山圣岚路北侧（王家庄子
段）1-206号房产，面积为266 . 02平方米；临沂市兰山区
恒丰国际广场-1楼及1楼房产，面积为7258 . 91平方米；
日照市海滨商贸中心46套商铺共计2465 . 48平方米。

34
山东泰山核电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

债权 泰安 人民币 11484 . 93通用设备制造业

王浩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为企业厂区（位于泰安
市岱岳区山口镇山口北村）内的12台（套）机器设备，
包括落地镗床、龙门刨床、6000T自由锻造水压机、
150T锻造行车、4000T水压机、数控碾环机、重型卧式
车镗床、双立柱车床、80T操作机、特钢生产线、吊钩
桥式双梁起重机和1 . 6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建工
程）。

35
潍坊洪洲经贸有

限公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241 . 18 批发零售业

李建华、吴洪彩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为李建
华名下个人房产，位于潍城区青年路428号金沙城市广场
1号楼3-2106。

36
寿光市吉龙轻工
制品有限公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973 . 95 塑料制品业
潍坊元鸣机械有限公司、桑汉平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37
寿光市华诚农业
设施有限公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639 . 24 通用设备制造业

寿光市鑫凯包装有限公司、寿光市圣杰物流有限公司、
寿光市众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张金刚夫妇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抵押物为寿光市华诚农业设施有限公司所属的
机器设备，数量24台。

38
山东云建集成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2507 . 02 建筑安装业

潍坊元鸣机械有限公司、山东金鹏钢结构幕墙有限公
司、李金鹏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为山东金鹏
钢结构幕墙有限公司101台机器设备；质押物为山东云建
集成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对山东金鹏钢结构幕墙有
限公司的债权1993万元。

39
潍坊飞龙特种纸
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7234 . 62
造纸及纸制品加
工

山东鲁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寿光市天海龙宁经贸有限
公司、李冠周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寿光市天海龙宁
经贸有限公司持有的潍坊龙腾特质纸科技有限公司6000
万元债权质押，内含抵押物为潍坊龙腾特质纸科技有限
公司1号车间、潍坊龙腾特质纸科技有限公司1-6号仓
库、潍坊龙腾特质纸科技有限公司土地抵押，其中土地
面积74621平方米；房产面积39046 . 79平方米。

40
潍坊福莱特医疗
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109 . 99

医疗仪器设备及
器械制造

张立群夫妇、宋国诗夫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为
潍坊世纪华韵乐器有限公司提供土地抵押，抵押物位于
潍城经济开发区潍坊二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北、创业
路以东，土地面积18341平方米，土地证号：潍国用
（2010）第B81号。

41
山东山挖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 潍坊 人民币 394 . 22 专用设备制造业 孙诚、许爱玲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2
烟台市牟平区昊

宇印刷厂
债权 烟台 人民币 180 . 69 印刷和包装装潢

由山东齐鲁八达担保有限公司提供300万元连带责任担
保；由实际控制人刘吉平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43
烟台日益进出口

有限公司
债权 烟台 人民币 12819 . 49批发业

由山东阿掖山集团有限公司、日照阿掖山水产食品有限
公司、日照合丰铝塑复合膜有限公司、苏同山、魏本
爱、苏超、王进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44
烟台东圣电信设

备有限公司
债权 烟台 人民币 2380 . 41 其他批发

孙海英夫妇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烟台筱盛商贸有限公司
提供的海阳市开发区商贸城5号楼及土地使用权、6号楼
及土地使用权抵押，该抵押物土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土
地面积8831 . 12平方米，房产面积6553 . 98平方米。

45
枣庄市圣德商贸

有限公司
债权 枣庄 人民币 250 . 28

矿产品、建材及
化工产品批发

杨庆林、李海英、王瑞芹、杨玉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抵押物包括机械设备，存放在枣庄市泰瑞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院内、房产位于枣庄市市中区建设路德仁俊园三期
20号楼东一单元二层西户。

46
淄博永旭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418 . 06

耐火材料制品制
造

淄博百汇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淄博天正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科能陶瓷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侯宗艳、康健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1、康健永名下一套住宅，张
店区柳泉路45号甲5号1号楼1单元23－24层西户，面积
211 . 83平方米；2、侯宗艳名下一套住宅，张店区张周路
7号4层010405号，面积87 . 12平方米；3、淄博永旭耐火材
料有限公司应收济南中海碳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2075054 . 80元、青岛第一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371711元质押。

47
淄博福禄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1808 . 49 批发业

邵洪亮、赵春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1、邵洪
亮、邵林名下位于临淄区齐国商城1号商业服务房地
产，房产面积497 . 27平方米，土地350 . 53平方米；2、淄
博福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3个储罐。

48
高青延磊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131 . 31 金属制品业

淄博辛金牧业有限公司、王延磊、李双双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高青延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111 . 48万元应收账款
质押。

49
山东鲁德工贸有

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900 . 82 批发业

淄博安兴化工有限公司、淄博竞展实业有限公司、淄博
君正物流有限公司、刘福忠、崔德芹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刘福忠、崔德芹名下临淄区三星怡水名城3号楼4单
元5层东户住宅一套抵押，房产面积：138 . 99平方米。

50
淄博华康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629 . 06 零售业
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崔
德欣、房效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51
山东沂源新基立
玻璃纤维有限公

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391 . 36 玻璃制造

沂源县万泉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沂源县新诺玻璃纤维有
限公司、董继祯、刘菊庆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
1、山东沂源新基立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抵押土地使用权
两宗：之一面积3608 . 2平方米；土地之二面积2302平方
米；2、董继祯个人房产抵押，面积164 . 18平方米。

52
淄博隆鑫盛物流

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654 . 29 批发业

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崔泷、邵敏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淄博隆鑫盛物流有限公司抵押车辆60台。

53
淄博蓝禾化工有

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1794 . 36 批发业

山东淄博志高经贸有限公司、淄博隆鑫盛物流限公司、
淄博蓝森工贸有限公司、边军、郑玉萍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54
山东功勋包装有

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401 . 14

塑料丝、绳及编
织品制造

淄博峻恺塑编有限公司、淄博惠林木业有限公司、淄博
星运物流有限公司、张汝国、赵艳玲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抵押物：1、张汝国、赵艳玲名下一套营业房抵
押，位于高青县广青路北侧1#1-3层，房产面积654 . 86平
方米，土地面积222 . 8平方米；2、山东功勋包装有限公
司6台机器设备抵押。

55
山东天鹤塑胶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1662 . 62 塑料制品业

淄博海湾经贸有限公司、淄博大天元经贸有限公司、孙
天智、李荣华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山东天鹤塑胶股份有
限公司机器设备抵押。

56
山东西召集团有

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7574 . 03

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

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东方龙马高新材料有限
公司、淄博市临淄西召铁矿、边玉玺、李树华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57
山东东风源化工

有限公司
债权 淄博 人民币 5949 . 21 批发业

淄博亿丰置业有限公司（根据裁决书，保证人淄博亿丰
置业有限公司已全额履行代偿责任）、淄博地方燃气物
流有限公司（停止经营）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债权清单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2019年1月2日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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