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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抵押登记 彭慧玲
商丘市房2014他字
第064361号

300万元 300万元

2 民事查封 王某某
（2015）商梁民初字

第 01859号
同时查封第一层 780万元 -1523.5万元

3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13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1080万元 300万元

序号 限制类型 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抵押登记 中原银行
他项权证号
00075778

已诉讼判决 195.736万元 195.736万元

2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195.736万元 195.736万元

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集资资产公开转让的招商公告
依据《商丘市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第五十三条：“经涉案县（市、区）人民政府同意，专案组可将涉嫌非法

集资案件风险处置工作单独或若干案件打包委托专业资产管理机构办理，提出工作要求和质量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进行资金核对确认、涉案资产评估变现、拟定资金清退草案，以及依据审判结果组织参与资金清退等工作”的规定，
河南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受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政府工作组的委托，作为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非法集资

案件管理人，负责资金核对确认、涉案资产评估变现、拟定资金清退草案，以及组织参与资金清退等工作。
借鉴全国非法集资案件在管理、处置、清收和清退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发挥政府指导、集资参与人自救和

资管公司市场运营等多方面的力量，参照破产重整的流程和规范，在刑事案件“审前返还”程序下，以涉案资产打包
公开转让的处置形式，招商引资盘活不良资产，最大限度地减少涉案资产的减值缩水、挽回集资参与人的财产损

失，并依法快速化解非法集资案件带来的社会影响。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为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
与非法集资资产的处置工作，现对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下称“金榜电器”）及其关联人的涉案资产包面向社会
公开转让，特此公告。

一、资产情况及转让条件的说明
（一）资产包一：凯利综合楼一层、二层及地下室（所有权人金榜电器关联人王某某，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凯旋路西）
●资产说明：
1.一层商铺：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51号,面积为2868.49㎡，用途商业，所在层数一层，已知抵押、查封情况（见下表）：

2.二层商铺：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52号，面积为2112.09㎡，用途商业，所在层数二层，已知抵押、诉讼查封
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 查封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定金额

1 曹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828—1号
600万元 517.1750万元

2 宋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870—1号
300万元 8.84万元元

3 王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558—1号
驳回起诉 29万元 56.2246万元

4 王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547—1 号
驳回起诉 11万元 19.6万元

5 何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548—1号
驳回起诉 20万元 15.4327万元

6 王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546—1号
驳回起诉 12万元 7.6433万元

7 某企业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810—1 号
驳回民事责任诉求 110万元 110万元

8 张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第

01811—1 号
驳回民事责任诉求 230万元 230万元

9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1312万元 964.9156万元

民事查封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 查封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定金额

1 江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
第00513—1号

同时查封第三、四层 200万元

2 江某某
（2015）商睢执字
第419—1号

同时查封第三、四层 500万元

3 江某某
（2015）商睢执字
第417—1号

同时查封第三、四层 200万元

4 朱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
第01733—1号

终结执行 21万元 16.2635万元

5 左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
第01775—1号

终结执行 941.5万元 188.4万元

6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1862.5万元 625.6635万元

民事查封

421万元

3.地下室1500㎡，无产权证，已知抵押、诉讼查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查封机关 查封依据 备 注 权利金额 审计确定金额

1 刑事查封 新城分局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上述资产以122万元/年的价格出租于商丘市泽西电器有限公司，租赁期限于2026年3月31日到期，租金暂付至2016年4月11日。
●拟转让底价：清退7481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该房产过户应负担的税费，通过：（1）与本资产包相关权利人全部达成和解，以房

屋买卖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2）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以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二）资产包二：凯利综合楼三、四层（所有权人金榜电器关联人王某某，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凯旋路西）
●资产说明：
1.三层商业房产：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48号，面积为2070.09㎡，用途商业，所在层数三层，已知抵押、诉讼

查封情况（见下表）：

2.四层商业房产：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49号，面积为2070.09㎡，用途商业，所在层数四层，已知抵押、诉讼
查封情况（见下表）：

上述资产以110万元/年的价格出租于宝乐迪KTV，租赁期至2024年4月1日到期。
●拟转让底价：清退3305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该房产过户应负担的税费，通过：（1）与本资产包相关权利人全部达成和解，以房

屋买卖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2）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以刑事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三）资产包三：凯利综合楼五层（所有权人金榜电器关联人王某某，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凯旋路西）
●资产说明：
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50号，面积为2070.09㎡，用途商业，所在层数五层，已知抵押、诉讼查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权利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民事查封 刘某某
（2015）永民初字
第 2364—1号

同时查封第四层 540万 388万元

2 抵押登记
华商农村商业银

行
他项权证号
00076054

合同未实际履行

3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540万元 388万元

（2）李某某，租赁面积157㎡，租金4.71万元/年，租赁期至2018年12月31日到期，租金暂付至2017年6月；
（3）单某某，租赁面积330㎡，租金7.92万元/年，租赁期至2018年6月1日到期，租金暂付至2017年6月；
（4）周某某，租金7.92万元/年，租金暂付至2017年6月。
●拟转让底价：清退1268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该房产过户应负担的税费，通过：（1）与本资产包相关权利人全部达成和解，以房

屋买卖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2）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以刑事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四）资产包四：凯利综合楼六、七、八、九（所有权人金榜电器关联人王某某，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凯旋路西）
●资产说明：
1.六层商业房产：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44号，面积为923.32㎡，用途商业，所在层数六层，已知抵押、诉讼查

封情况（见下表）：

2.七层商业房产：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45号，面积为923.32㎡，用途商业，所在层数七层，已知抵押、诉讼查
封情况（见下表）：

3.八层商业房产：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46号，面积为923.32㎡，用途商业，所在层数八层，已知抵押、诉讼查
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抵押登记 中原银行
他项权证号
00075777

已诉讼判决 300万 300万元

2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300万元 300万元

4.九层商业房产：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5字第00154747号，面积为923.32㎡，用途商业，所在层数九层，已知抵押、诉讼查
封情况（见下表）：

5.六层会议室：增建房产，无房产权属证书，面积为363.46㎡，用途会议室，所在层数六，已知抵押、查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上述资产以40万元/年的价格出租于筑梦精品酒店，租赁期限至2026年到期，租金暂付至2017年4月20日。
●拟转让底价：清退1430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该房产过户应负担的税费，通过：（1）与本资产包相关权利人全部达成和解，以房

屋买卖的方式办理房产过户；（2）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以刑事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五）资产包五：凯利综合楼十层（所有权人金榜电器关联人王某某，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路南凯旋路西）
●资产说明：
十层房产：临建房产，无房产权属证书，面积为583.66㎡，已知抵押、查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 查封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该资产目前处于闲置状态。
●拟转让底价：清退233万元集资金额，通过：（1）以协议方式转让本资产使用权；（2）等待刑事案件判决后，以刑事司法拍卖的

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六）资产包六：出租于国美电器的商铺（所有权人金榜电器关联人唐某某，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凯旋路东侧115号）
●资产说明：
1.一层商铺：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3字第0113298号，面积为1041.90㎡，已知抵押、诉讼查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抵押登记 中国工商银行
他项权证号
00067702

用橙子电器拆迁款清偿 1500万元 1500万元

2 民事查封 王某某
（2015）商梁民初字

第 01859号
同时查封第二层 780万元 -1523.5万元

3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13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2.二层商铺：房产证号商丘市房权证2013字第0113299号，面积为970.78㎡，已知抵押、诉讼查封情况（见下表）：

3.三层商铺：无房产权属证书，面积为1148.62㎡的，已知抵押、诉讼查封情况（见下表）：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5〕0013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上述资产以217.8万元/年的价格出租于国美电器公司，每满3年租金递增5%，租赁期限至2029年11月3日。
●拟转让底价：清退3436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该房产过户应缴税费，通过：（1）与本资产包相关权利人全部达成和解，以二手房

买卖的方式房产过户；（2）等待刑事案件判决后，以刑事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七）资产包七：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金榜电器关联企业）名下资产

说明：（1）根据商丘市人民政府商政文[2013]42、44号文件、商丘市国土资源局2013年4月5日成交书（两份），华文置业名下土
地系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土地出让金1198.2万元，及其耕地占用税、契税、土地抵押服务费等，共支付金额为12888873.36元；（2）
商国用（2013）第105号土地使用证为机关团体用地，限制地上建筑物对外出售；（3）商国用（2013）第106号土地使用证为普通商品
住宅用地，该土地上的1、2号建筑物五证齐全；（4）3号楼用地属于商国用（2013）第106号土地使用证中的部分土地，已经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证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建筑物的总建筑面
积为8325.3㎡，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251.5㎡，地下建筑面积1073.8㎡。

2.华文置业房产建设情况
（1）华文置业海尔大厦、金色·比华利项目。该项目前期施工单位为商丘市睢阳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睢阳建筑”），双

方因工程款产生纠纷，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4日作出（2015）商民一初字第15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华文置业应付睢
阳建筑工程款及违约金共计37603253元；2016年1月14日，睢阳建筑、华文置业、王新依据调解书签订《以海尔大厦写字楼部分房
产抵偿工程款协议》，约定工程款分两批履行，首批以海尔大厦1～4层进行评估拍卖，剩余款项由工程完工后由法院继续执行，商丘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海尔大厦1-4层进行评估拍卖，流拍后以24298935元以物抵债，剩余款项尚未执行。

（2）2015年11月3日，华文置业与亚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双方约定由该公司完成海尔大厦及金色·比
华利项目剩余工程部分，目前全部工程已完工，但尚未进行竣工验收，双方尚未进行结算，经初步估算的工程款大约为5900万元。

（3）其他建筑施工方工程保证金及工程费用约583万元。
3.华文置业房产销售情况
（1）涉嫌非法集资有84户，经审计资金余额18970750元，其中登记在曹某某名下36户，登记在张某某名下19户，登记在朱某

某名下9户，登记在刘某某名下7户，登记在左某某名下5户，登记在王某某名下3户，登记在沙某某名下2户，登记在王某某名下2
户，登记在孙某某名下1户。

（2）正常购房户共计180户，已收购房款37412755元。
4.税费 支付标准为待项目成交后，以成交金额为基数，按照相关的国家税费标准由受让人承担。
5.华文置业已知诉讼查封情况

序号 类 型 申请人 案 由 裁判依据法律文书 债权金额 备 注

1 睢阳建筑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商民一初字

第159号
3760.3 万元 终结执行

2 某工程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1810号
92万元 终结执行

3 张某某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1811号
200万元 终结执行

4 某建筑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 01895号
120万元 查封土地，中止审理

5 谢某某 合同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 1980号
500万元 查封土地，驳回起诉

6 刘某某 民间借贷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1501号
70万元 查封土地

7 刘某某 民间借贷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1502号
230万元 查封土地

8 皇某某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2015）商睢民初字

第1717号
800万元 终结执行

9 刑事 非法集资
商新公（案）封字
〔2015〕0001号

查封全部资产

民事

●拟转让底价：1.清退2065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该资产包过户应负担的税费，并负责完成已售180套房产的交付；2.负责清偿
约10244万元工程款及其利息（含工程保证金及其他未付费用）；3.负责清偿1900万元（除去利息）的集资金额（以房屋买卖提供的
担保）；4.负责清偿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及其资产应负担税费；5.通过负担上述四项，并与本资产包相关权利人全部达成和解，受
让人受让该资产包；或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以刑事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八）资产包八：机动车9辆
●资产说明：

●资产说明
商丘市华文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华文置业”）名下资产：1.机关团体用地，面积为8104.98㎡，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华商大道路北侧

华夏路东侧，项目名称海尔大厦，建筑面积约15500㎡，产品展示厅建筑面积约1400㎡；2.住宅用地，面积为8461.408㎡，位于商丘市
睢阳区华商大道路北侧华夏路东侧，项目名称金色·比华利一期1、2、3号楼，建筑面积约22700㎡。现项目状况（见下表）：

1.华文置业土地及房产取得情况

序号 品 牌 车 型 购置价 登记日期

1 福特 蒙迪欧致胜轿车 18万元 2010年3月8日

2 丰田 RAV4轿车 23万元 2011年8月1日

3 江淮 商务车 22万元 2013年8月1日

4 奥迪 Q7 100万元 2011年6月2日

5 五菱 轻货 4万元 2011年10月26日

6 江铃 厢货 13万元 2011年8月30日

7 奥迪 A6L 43万元 2014年9月11日

8 奥迪 A4L 35万元 2014年6月20日

9 福特 探险者 60万元 2014年1月15日

合计 318万元

已知抵押、诉讼查封情况：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以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侦查，并以商新公（案）封通字

（2016）0008号查封通知书查封该资产包车辆。
●拟转让底价：清退318万元集资金额并承担过户应负担的税费，通过：（1）车辆买卖过户；（2）待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以刑事

司法拍卖的方式受让本资产包变现价款或以物退赔。
注：以上资产包在转让中产生的所有税费均由受让人承担。
二、招商方式 本次招商是受让人提供清退资产、清退条件和实施方案，以清退方案为基础，经方案评审和协议谈判。报名期

间有多人竞争同一资产包时，则以现场竞价的方式决定受让人（同等条件下集资参与人归集的集资组合享有优先权）。
三、报名资格 1.参与招商的社会企业或个人，须具备与履约相匹配的资金实力或提供足额资产清退的能力，且无不良信用记

录。需携带企业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或个人身份证明，并提供清退资产明细或资金证明，清退资产必须权属清晰、现状完好、不存在
权利瑕疵及交易限制等。2.公安机关已登记的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集资参与人可直接参与本次招商，达到上述受让资产包要
求的条件后即可申请受让该资产包。

四、报名时间：自2018年3月5日起至2018年3月16日止（逾期不再受理）。
五、招商咨询电话：13083693276 王先生
六、报名地址: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政府工作组（商丘市睢阳区中州路侯恂路西南角）。

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政府工作组
河南金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商丘市金榜电器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件管理人
二〇一八年二月一日

上述资产分为四块对外出租，每年租金共计32万元：
（1）刘某某，租赁面积370㎡，租金11万元/年，租金暂付至2017年6月；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抵
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江某某
（2015）商睢民初
字第00513—1号

同时查封第一、四层 200万元

2 江某某
（2015）商睢执字
第419—1号

同时查封第一、四层 500万元

3 江某某
（2015）商睢执字
第417—1号

同时查封第一、四层 200万元

4 抵押登记
华商农村
商业银行

他项权证号00076072 合同未实际履行

5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900万元 421万元

421万元民事查封

序号 限制类型 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抵押登记 蔡某某 他项权证号00074101 已诉讼查封 200万元 182万元

2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200万元 182万元

序号 限制类型 抵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抵押登记 蔡某某 他项权证号00074100 已诉讼查封 200万 182万元

2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200万元 182万元

序号 限制类型
申请人/抵
押权人

查封/抵押依据 备 注 债权金额 审计确认金额

1 江某某
（2015）商睢民初字
第00513—1号

同时查封第一、四层 200万元

2 江某某
（2015）商睢执字
第419—1号

同时查封第一、四层 500万元

3 江某某
（2015）商睢执字
第417—1号

同时查封第一、四层 200万元

4 刘某某
（2015）永民初字
第 2364—1号

同时查封第五层 540万 388万元

5 抵押登记
华商农村
商业银行

他项权证号00076041 合同未实际履行

6 刑事查封
商新公（案）封通
〔2016〕0031号

商丘市公安局新城分局

合计 1440万元 809万元

421万元

民事查封

序号 名 称 证 号 项目名称 位 置 性 质 土地面积 建设规模 发证日期 备 注

1
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

商国用（2013）
第105号

使用权类型：
出让

华夏路东侧，
华商大道北侧

机关团体用地 8104.98㎡ 2013·6·24 终止日期2063·7·9

2
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

商国用（2013）
第106号

使用权类型：
出 让

华夏路东侧，
古宋街道办事
处宋菜园南侧

普通商品住宅
用地

8461.408㎡ 2013·6·24 终止日期2083·7·12

3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地字第
〔2013〕27号

海尔大厦
写字楼

华夏路东，华
商大道北

办公

总面积
10959.462
㎡，规划面积
8098.645㎡

<16197.29㎡ 2013·8·5

4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地字第
〔2013〕28号

金色····比华利
华夏路东，华
商大道北

二类住宅

总面积
9824.483
㎡，规划面积
8458.217㎡

<21145.542㎡ 2013·8·5

5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4〕18号

海尔大厦
写字楼

华商大道路北
侧华夏路东侧

2幢2～16层，
地上建筑面积
16170.1㎡

2014·6·30
办公楼16层，产品展示

厅2层

6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字第
〔2014〕19号

金色····比华利
（1#2#）

华商大道路北
侧华夏路东侧

2幢16层，地上
建筑面积
13892.1㎡

2014·6·30

7
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建字第〔2014〕
18、19号

海尔大厦写字
楼、金色····比
华利（1#2#）

华商大道路北
侧华夏路东侧

30062.2㎡ 2014·7·29

8
商品房预
（销）售许
可证

（2014）商房预
（销）售证第181号

金色····比华利
华商大道路北
侧华夏路东侧

住宅、商业 2014·9·14 预售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