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

公告 Notice

ECONOMIC HERALD
●责任编辑：张雪

电话：0531-85196375 E-mail:zhangxue2413@126 .com

经济导报

2019 年9 月11 日

星期三

<<上接B3版

新增项目资产：
序号

资产名称

资产 资产
币种
形态 所在地

1

山东昊星商厦
债权 滨州
有限公司

2

山东盛阳能源
新材料科技有 债权 滨州
限公司

3

山东君隆国际
债权 日照
贸易有限公司

金额
(万元)

行业

担保和抵押情况

张忠军、任风芹滨州市房他证邹平县字第20151289号，该房
人民币 1,994 . 35 其他综合零售
产为邹平县黄山二路11号昊星商厦1幢楼301铺，建筑面积
2985 .63平方米。
石群夫妇、石春玲、王泽信提供担保；抵押物：邹国用
耐火陶瓷制品及 （2013）第010408号土地，面积共计25876㎡；滨州市房权证
人民币 1,386 . 85 其他耐火材料制 邹平县字第010099号房产，面积2660 . 98㎡；邹平县房权证城
造
区公字第CQG00226（1）号房产，面积2200 . 88㎡；邹平县房
权证城区公字第CQG00226（2）号房产，面积2802 . 4㎡

人民币 15,183 . 96 批发业

日照美源果蔬食品有限公司、唐艳平、卢立鑫提供全额连
化学试剂和助剂
带责任担保；抵押土地6846.43平方米，土地证号莒他项
制造
（2013）第61号，位于莒县城区信中路以西、九州通讯以南

28

日照实祥贸易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人民币 897 . 83

零售业

29

6

山东鲁粮矿业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7

日照弘川煤电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人民币 2,624 . 93 煤炭及制品批发

8

山东瑞特精细
债权 东营
化工有限公司

人民币 5,037 . 37

山东新奥宇车
12 业股份有限公 债权 德州
司
13

14

15

16

17

山东华康食品
债权 滨州
有限公司

淄博顺达矿业
债权 淄博
有限公司

日照金宝矿业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日照长彬贸易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山东海瀚国际
债权 日照
贸易有限公司

日照阿掖山水
18 产食品有限公 债权 日照
司

19

山东鲁泽粮油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日照嘉禾利丰
20 粮油有限责任 债权 日照
公司
日照市通驰贸
21
债权 日照
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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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新北方煤化有限公司、日照中世经贸有限公司、韩
硕、安玉念、桑松、刘佳、李秀萍、鲍磊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山东华通石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延军及其配偶庞美凤
提供担保

日照东洋贸易有限公司、日照卓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临沂市盛融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岚山碑廓镇融鑫废旧
物品回收站、山东晗润贸易有限公司、临沂临港经济开
人民币 2,064 . 66 木材加工
发区铸鑫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董波峰、吴云
翠夫妇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包括土地使用权
6667平方米，办公楼2234 . 25平方米，钢结构及设备一宗
梁星夫妇、梁军、山东银山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
皮革、毛皮、羽毛及 保；借款人滨州市房产抵押，邹平县字第005708号房产，
人民币 550 . 58
其制品和制鞋业
位于邹平县黄山四路啤酒厂第三生活区3号楼1单元101
室，面积共计150 . 64㎡
人民币 923 . 17

批发业

人民币 2,021 . 76 电车制造
人民币 3,045 .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人民币 37,416 . 28

人民币 96,110 . 50

黑色金属矿采选
业

金属及金属矿批
发

人民币 58,618 . 86 煤炭及制品批发

大豆、橡胶、棕
人民币 29,776 . 09 榈油进口与国内
销售

于彬、孟彬担保；借款人“棣国用（2014）14100号、棣国
用（2014）14101号”土地使用权抵押，位于无棣县经济开
发区（205国道以东，白杨路以南），面积共计11051㎡
张风波、陈俊红、山东晨光橡塑工程有限公司、古贝春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土地房产抵押，其中国有出让
土地21699 . 74平方米，房产11720 . 51平方米。
山东利丰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贾前卫夫妇提供担保；
借款人博国用（2010）第002-001号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
86553平方米，位于205国道东、北八里村西。
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广鸿经贸有限公司、中
融泰富资产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担保；淄博齐华
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临淄区闻韶路以西、中轩路东、
齐兴路北国有住宿餐饮用地抵押，面积13980 . 5平方米；
2、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淄博顺达矿业有限公
司20000万元股权质押。
上海瑞硕投资有限公司、日照长彬贸易有限公司、遵义
县新亚锰业有限公司以及陈祥茂、陈龙行、赵杨华、姜建
华、陈文彬及其分别共同债务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
物包括日照市环宇怡海园B型别墅30号，面积640 . 4平方米，
印尼恩能煤业52%股权
由山东金天地集团有限公司、遵义县新亚锰业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葛长城、法人王勇及其共同债务人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包括日照都市花园北区3 号
楼1-1202号，面积294 . 6平方米；北京清大华创（日照）科
技孵化器置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面积25670 . 6平方
米；印尼恩能矿业有限公司52%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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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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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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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豆、棕榈油等
人民币 21,012 . 66
合膜有限公司、苏同山及其配偶魏本爱、苏超及其配偶
的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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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690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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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1,917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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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币 3,851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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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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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烟台东圣电信
债权 烟台
设备有限公司

人民币 2,443 . 90 其他批发

23

山东东风源化
债权 淄博
工有限公司

人民币 5,043 . 51 批发业

24

烟台日益进出口
债权 烟台
有限公司

人民币 14,173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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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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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32
33
34

日照福来瑞进
出口有限公司
莒县美格尔包
装制品有限公
司
日照德润贸易
有限公司
日照鲁坤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滨州天宏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惠民长江
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

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
4、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
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
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
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 修订) 》规定的方
式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挂牌转
让、公开竞价、拍卖等。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
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
序号
债务人名称

1

威海泰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威海
市东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文登泰
浩置业有限公司

本金

177,500,000 . 00

货币单位：人民币
担保人
威海市东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威海泰浩建
设集团有限公
司、王建华、王
浩、王卫林

元
担保物
威海市东成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在建工程抵押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3,764 . 30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1,660 . 59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1,452 . 50

债权 日照

人民币 6,837 . 86

债权 滨州

人民币 691 . 70

债权 滨州

人民币 428 . 19

日照庄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成铭及共同债务人提供
全额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房产位于日照市绿舟南路68号
辉煌国际海港城二区001幢16单元112号，面积236 . 4平方米

日照铸福实业有限公司、苏伟及共同债务人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担保
莒县续顺机械有限公司、莒县志达商贸有限公司、莒县
橡胶板、管、带
天丰食品有限公司、张甲树、曾现玲提供全额连带责任
制造
担保;抵押机械设备一宗
矿产品、建材及 日照联邦贸易有限公司、牟宗华、李兴兰提供全额连带
化工产品批发
责任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矿产品、建材及 日照市易盛经贸有限公司、刘前进及其共同债务人提供
化工产品批发
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鲍传强夫妇、山东大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博兴县利基
道路运输业
玻璃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高建夫妇、山东惠民通泰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惠民
金属制品业
星海金属包装容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抵押的钢结构厂
房位于惠民县姜楼镇工业园，面积共计7904㎡
批发业

35

山东海明化工
债权 滨州
有限公司

人民币 2,694 . 78

山东润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姚金宇担保；借款人抵押
化学原料及化学
的设备为借款人自有机器设备，数量1300台（套）、购
制品制造业
置时间为2009-2013年；抵押房产已处置完毕

36

邹平县友海金属
债权 滨州
制品有限公司

人民币 387 . 51

金属制品业

37

邹平金坤机械
制造有限责任 债权 滨州
公司

人民币 656 . 74

邹平县德利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邓素英夫妇担保；借
款人在我行抵押的钢结构厂房（钢结构部分）位于邹平
通用设备制造业
县黄王村邹平金坤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院内，钢结构
资产共1103 . 55吨

38

山东立德尔机
债权 济宁
械有限公司

人民币 789 . 40

通用设备制造业

39

济宁裕隆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 债权 济宁
公司

人民币 641 . 99

批发和零售业

40

邹城安奕机电
债权 济宁
有限公司

人民币 407 . 73

41

山东恒源鑫建
设工程股份有 债权 济宁
限公司

人民币 74 . 39

42

山东林海化纤
债权 济宁
科技有限公司

43

邹平县德利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张清宽夫妇担保

山东东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立德机械有限公司、
济宁市馨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济宁恒源石化有限公
司、石光磊、吴建民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山东立德
尔机械有限公司自有机器设备抵押

济宁裕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邹城裕隆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及邹城裕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孙钢、汪利红夫妇、孟涛、武士安保证
由山东兖物汇金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张延金夫妇、朱宁
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邹城安奕机电有限公司自有的
通用设备制造业
坐落于邹城市兴业路539号的两幢钢结构厂房抵押，面
积5832 . 73平方米

建筑安装业

由邹城市冰海散热器有限公司、邹城市添宇工贸有限公
司、汤克贤夫妇、刘景奎夫妇、贾永超夫妇担保；由借
款人自有的面积3872 . 91平方米的钢结构厂房抵押

人民币 482 . 43

纺织业

济宁大阳毯业有限公司、山东华仕实业有限公司、山东
兴宇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刘作宽夫妇、刘作呈夫妇、吴
代柱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山东兴宇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的1234台纺织机械设备提供抵押

莱州市秀霖再
生资源回收有 债权 烟台
限公司

人民币 587 . 40

再生物资回收与 张福高、赵秀芝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抵押物已处置
批发
完毕

44

百灵信息科技
债权 济南
有限公司

人民币 6,169 . 18

信息技术咨询

45

山东隆迪纺织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人民币 3,490 . 18

日照泰坤经贸有限公司、日照金梦园农林科技有限公
工艺美术品制造 司、日照金谷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王继勉夫妇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46

莒县远通机械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人民币 1,760 . 06

通用设备制造业

日照市荣泰硅胶有限公司、山东凯扬设备有限公司、葛
现民、钱英惠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机械设备一宗

47

山东侨昌化学
债权 滨州
有限公司

人民币 3,783 . 61

农药制造

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抵押物为借款人
自有乙草胺、丙草胺主要设备，共计587台。

48

德州谷丰实业
债权 德州
有限公司

人民币 1,549 . 32

仓储业

德州天正粮油有限公司、德州巨嘴鸟工贸有限公司、王
习军、毛燕提供担保

49

日照新阳光工
债权 日照
贸有限公司

人民币 3,050 . 18

批发业

日照富邦进出口有限公司以及公磊夫妇提供全额连带责
任担保；抵押物已处置完毕

50

日照市荣泰硅
债权 日照
胶有限公司

人民币 2,022 . 39

其他日用化学产 莒县远通机械有限公司、日照凯顺轮胎有限公司、陈祥
品制造
启、周衍珍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机器设备一宗

51

山东金天地集
债权 日照
团有限公司

上海瑞硕投资有限公司、日照金宝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全
额连带保证。日照市翔宇经贸有限公司提供12000万元连
带责任担保，日照嘉瑞能源有限公司提供8000万元连带
金属及金属矿批
责任担保，遵义县新亚锰业有限公司提供9670万元连带
人民币 43,282 . 44
发
责任保证。陈祥茂、陈龙行及其分别共同债务人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担保。金天地持有的若羌矿业有限公司、遵
义县新亚锰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

52

日照利保植物
债权 日照
蛋白有限公司

人民币 73,025 . 55 其他食品零售

山东昌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昌华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张爱华及其共同债务人、张莉及其共同债务人、山
东万方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日照永兴食品有限公司提
供、青岛国融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恒隆粮油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棕榈油分提及精炼设备一套

53

山东金顺达集
债权 淄博
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 45,774 . 31

54

临沂昊天工程
债权 临沂
机械有限公司

人民币 573 . 66

55

烟台鹏晖铜业
债权 烟台
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拥有对威海泰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威海市东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文登泰浩置业有限公司债权，拟
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
信息如下：
注 ：1 、 本 公 告 清 单 仅 列 示 截 至 基
准日的债权本金，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
付的重组宽限补偿金、违约金、相关费
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
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
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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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邓永刚、程三喜、成志坚、孙玉英提供保证担保；山
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东城双河路，面积320 . 39㎡，商业用房

人民币 805 . 58

宋胜雷夫妇担保；宋胜建自有房产抵押，位于滨州市滨
城区滨北办事处亚光东苑小区，面积1712 . 15平方米

滨州市正纳仓
债权 滨州
储有限公司

通用设备制造业

日照万华生化
债权 日照
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789 . 25

11

人民币 107 . 41

担保和抵押情况

27

滨州红黄蓝商贸
债权 滨州
有限公司

山东特利达毛
10 绒制品有限公 债权 滨州
司

行业

新疆海瀚矿业有限公司、江苏森柏实业有限公司、山东
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连云港乔盛金属有限公司、日
照友厚贸易有限公司、日照市卓皓贸易有限公司、林海
军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包括江苏森柏实业有限公
司土地位于灌云县临港产业区纬七路南侧土地使用权，
面积310392 . 5平方米；日照舒斯贝尔新天地5-1-（-101）
房产，面积4102 . 68平方米；日照舒斯贝尔新天地5-1-（102）房产，面积2375 . 93平方米

5

日照昊禾木业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金额
(万元)

人民币 7,317 . 86

人民币 4,537 . 39 批发业

9

菏泽市菏铁机
债权 菏泽
械有限公司

币种

潍坊飞龙特种
纸有限责任公 债权 潍坊
司

山东艺国贸易
债权 日照
有限公司

专项化学用品制
造

资产 资产
形态 所在地

26

4

人民币 6,200 . 63 铁矿砂、粮油

25

资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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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纸及纸制品加
万元债权质押，内含抵押物为潍坊龙腾特质纸科技有限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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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市源亿建材有限公司、日照金梦园农林科技有限公
司、日照金谷地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王继勉夫妇提供全额
连带责任担保；抵押物包括日照市烟台路东海曲路北御景
东方005幢01单元1102号，面积301 . 94平方米，钢结构厂房
4752平方米，公司3600万股

零售业

序号

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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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
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先生、高
先生
联系电话：0531-8605971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话：0531-86059702
联系地址：济南市经三路89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9月11日

山东三联电子信息有限公司担保；抵押物为百灵信息科技
的位于历下区趵突泉北路12号的商业办公楼一套及土地使
用权，房产面积3238 .60平方米，土地面积为579 .8平方米。

黑色金属矿采选 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山
业
东西召集团有限公司、淄博顺泰冶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机械设备、五金 山东天一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蒙凌工程机械股
产品及电子产品 份有限公司、楼天汝夫妇、晁洪波夫妇、楼新华夫妇提
批发
供担保
33 . 71147万平方米商服用地抵押（已处置）；以现有和
人民币 53,393 . 57 铜冶炼
将有的不低于10亿元的存货动产浮动抵押〔包含：铜精
矿、粗铜、电解铜、黄金、白银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简称“华融山东分公司”)
与山东融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山东Y151900086号)，华融山东分公司已将对附件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山东融
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华融山东分公司现公告通知附件清单
中 所 列 债 务 人 及 其 担 保 人 ， 自公告之日
起，向山东融汇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
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附件：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9月11日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
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
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
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2 、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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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
人、抵押人、出质人。
4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
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
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
计算为准。

附件：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9年7月17日
债务人
山东三
融环保
工程有
限公司

本金
109,707,294 . 47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欠息
（含孳息） 其他债权

担保人
山东星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0,408,344 . 94

山东三融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612,034 . 00

三融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