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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乡县建筑安装工程公
司第九工程处

张玲

李文兵

郭学印

郭学印

李新叶

琚三艮

王运厂

孙安武

任传忠

李恩莲

张静

段玉堂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新乡万达福植物油股份有
限公司

新乡日月实业有限公司

新乡日月实业有限公司

新乡县聚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造纸厂

河南新乡县久旺实业公司

新乡服装城

新乡泰隆制板有限公司

新乡泰隆制板有限公司

新乡县四达印刷材料厂

新乡市四达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新城建设经济发
展总公司

新乡市新辉药厂合成分厂
新乡市新辉药厂合成分厂
新乡市新辉药厂合成分厂

吕庆哲

邓锖

李文杰

王锡银

魏晓俊

李新鹤

张双兴

王思辅

师忠装

牛建设

王文生

吴玉发

史建华

李中齐

张心胜

穆飞飞

张凯

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
河南省京华实业公司

新乡县吉棉油厂
新乡县吉棉油厂

新乡县书春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豫兴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豫兴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鸿达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康达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琴胜化工有限公司

新乡县水利局
新乡县水利局
新乡县水利局
新乡县水利局

新乡县大召营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关堤乡人民政府
新乡县关堤乡人民政府
新乡县大召营供销社
新乡县大召营供销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河南省新乡沪新塑料厂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
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
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
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
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
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
司

许寿菊

冯魁

陈继钊

李新爱

姬学章

马常

张艳

李善忱

李现亮

段爱国

河南美大环境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畜牧场

新乡县兴隆造纸厂
新乡县七里营镇林果工作站
新乡县七里营镇林果工作站

河南省新乡县建筑安装工程公
司第四工程处

3.50

（411101009）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03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102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18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2）第
103号

（411109105）豫农银按字（2003）第
11014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60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501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52
号

（41100110903）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438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96号

（411101108）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9008号

(411102118)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01008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2）第12012
号

（411114104）农银借展字（2003）第
12010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06004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2）第10008
号

（411114104）农银借展字（2003）第
10002号

（411114104）农银借展字（2004）第
04009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4007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5001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3007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5002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2002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6007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8003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03005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5004
号

（411114104）农银借字（2004）第03004
号

（411101111）农银借字（2002）第02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7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5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8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6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4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03008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030012

号
40.85

（411101009）农银借字（2003）第07010
号

（411101009）农银借展字（2004）第
07001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5）第03003
号

（411101110）农银借字（2002）12007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93号（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

（2004）第06394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6020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1005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6022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6024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6021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6023号

（411101121）农银借字（2001）第3号

（41100108）农银借字（2002）第10号
（41100108）农银借字（2002）第07号
（41100108）农银借字（2002）第13号
（41110112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40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84号
（411101002）农银借字（2000）第4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24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65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35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604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013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49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1008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1024号

（411109105）农银按字（2001）第91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007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5012号
（411101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11号
(411102117)农银按字（2002）第09013

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5）03001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09003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07002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07003号

1025.00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07004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11004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11004号

560.00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1102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405号
170.00

（93）农银借合同字第215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70号

82.00
农银保借字第991223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16号
（94）农银借合同字第16号

15.00
40.00
30.00
110.00
314.00
15.00

（41101009）农银借字（2001）第027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96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50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95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47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46号

农银借合同字第116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85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86号、（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

（2004）第06387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2）第

060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08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65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40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403号
（411101107）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257号
（41100108）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1

号
(411102117)豫农银按字（2003）第

04003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3）第12003

号
5.00
5.00
3.00
9.00
1.00
19.00
4.00
5.00
2.00
23.60
5.00
5.00
10.00
20.00
10.00
15.00

（93）农银借合同字第144号
（93）农银借合同字第145号

（41101009）农银借字（2001）第033号
农银保借字99第2号

农银保借字98第003号

9.50

新乡县大召营乡乡镇企业总公司

丁素霞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郭学印、孙中琴

郭学印、孙中琴

中国航空工业五四0厂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中心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任传忠

李恩杰

张家新

卫辉市教师进修学校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汇丰铜业有限公司、新乡联达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锐驰物资有限公司

新乡市锐驰物资有限公司

新乡县聚鑫石化有限责任公司、郝庆善、
陈艳芬、赵世海、王贞华、赵世梅、陈耿兴

河南省新乡县造纸厂

河南省新乡县华东造纸厂

新乡泰隆制板有限公司

新乡泰隆制板有限公司

新乡县四达印刷材料厂

郭继全、新乡市四达纸业有限公司、杨修
亮、马习安、杨文宾、周会庆、赵修亮、张得

臣、苗晋福、苗晋春、苗根义

河南省新乡县新城建设经济发展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平原不动产发展总公司

新乡市新辉药厂合成分厂
新乡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辉药厂合成分厂

王德胜

张玲

李文娟、申绪合

王锡慧

魏晓俊，魏青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新乡市天丰汽车贸易商行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王文生

吴玉发，李兆义

史建华、新乡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乡市利德空调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张心胜

穆国亚

卫辉市友谊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新乡中联石化封头锻压有限公司
新乡中联石化封头锻压有限公司

新乡泰隆制板有限公司
新乡泰隆制板有限公司

新乡县书春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新乡科丰纸浆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省

新乡县兴宁板纸厂
河南新乡科丰纸浆制品有限公司、河南省

新乡县兴宁板纸厂
河南省新乡鸿达纸业有限公司

王军营

新乡市琴胜化工有限公司

新乡县财政局
新乡县财政局
新乡县财政局
新乡县财政局

河南省新乡塑料制品厂
新乡县关堤乡财政所
新乡县关堤乡财政所
新乡县大召营供销社
新乡县大召营供销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新乡县古固寨供销合作社
河南省新乡沪新塑料厂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林工商开发总公司

新乡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新乡华润纺织有限公司

新乡市贵友实业有限公司

李新爱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新乡县泰昌纸业加工厂

朱止福

李武学

卫辉市友谊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新乡全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农业畜牧局
新乡县兴隆造纸厂

新乡县七里营镇造纸厂
新乡县七里营镇造纸厂

1990-07-03

（411101009）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03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10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18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2）第103
号

（411109105）豫农银按字（2003）第11014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60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501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52号

（41100110903）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438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396
号

（411101108）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9008
号

(411102118)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01008
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2）第12012号
（411114104）农银借展字（2003）第12010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06004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2）第10008号
（411114104）农银借展字（2003）第10002号
（411114104）农银借展字（2004）第04009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4007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5001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3007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5002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2002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6007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8003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3005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5004号

（411114104）农银保字（2004）第03004号

（411101111）农银高抵字（2002）第01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7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5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8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6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4

号
（411101114）农银抵字（2004）03001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03005号

2003-12-20

（411101009）农银抵字（2003）07010号
（411101009）农银借展字（2004）第07001号

（411101114）农银抵字（2005）03002号

（411101110）农银抵字（2002）12002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393
号（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94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6020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1005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6022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6024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6021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6023号

（411101121）农银保字（2001）第1号

（41100108）农银抵字（2002）第10号
（41100108）农银保字（2002）第07号
（41100108）农银抵字（2002）第13号

（41110112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40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384
号

（411101002）农银保字（2000）第4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24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65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35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604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013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49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008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1024
号

（411109105）农银按字（2001）第91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007

号

（411101110）农银抵字（2003）第05003号

（411101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11号

(411102117)农银按字（2002）第09013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5）03001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09003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07002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07003号

2003-5-29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07004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11004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11004号

2014-6-21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1102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405

号
1992-8-26

（93）农银借合同字第215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70号

1991-10-31
农银保借字第991223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16号
（94）农银借合同字第16号

1997-9-12
1997-7-22
1997-3-25
1996-9-2
1996-9-2
1995-9-30

（41101009）农银抵字（2001）第027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96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50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95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47号

（95）农银借合同字第246号

农银借合同字第116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385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386
号、（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87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2）第060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08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65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40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403
号

（411101107）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257号

（41100108）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1号

(411102117)豫农银按字（2003）第04003号

（411101114）农银抵字（2003）第12001号

1991-01-23
1991-02-05
1991-03-12
1991-03-16
1991-03-28
1991-04-20
1991-05-06
1991-05-22
1991-05-31
1991-08-09
1991-08-24
1991-10-17
1991-10-11
1991-12-26
1992-10-22
1992-10-22

（93）农银借合同字第144号
（93）农银借合同字第145号

（41101009）农银抵字（2001）第033号
农银保借字99第2号

农银保借字98第003号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河南省新乡县林业科学研究所

新乡市绿源乳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雪尓滋食品饮料厂

河南省新乡县原种一场
河南省新乡县原种一场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合河乡乡镇企业委员会

新乡县士喜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县粮食局粮油贸易公司

河南省新乡塑料制品厂

新乡县合河乡合河村村民委员
会

李玉胜

程丽

崔林
崔林

常君

常君

平林辉

郝素风

张红卫

司晋军

武二群

朱铁松

李勇

郭为为

杨保国

王纪波

段保茂

张泽锋

王立

彭建奎

新乡市俱进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县朗公庙镇乡镇企业委员
会

新乡县朗公庙乡黄淮海开发办
公室

新乡县朗公庙乡黄淮海开发办
公室

新乡县朗公庙乡黄淮海开发办
公室

新乡县弯管厂

新乡县昌盛物资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新乡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
公司

新乡县大华物资公司
河南省新乡予北物资公司
河南省新乡予北物资公司
河南省新乡予北物资公司
河南省新乡予北物资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新达实业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新达实业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新达实业公司

黄卫国

李娟梅

邹建国

冯新华

李道永

吴德利

申伯祥

陈秀斌

周曙光

韩开昆

李振涛

新乡金源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宏业纺织有限公司

新乡市恒昌宽幅布浆织有限公
司

新乡县鑫兴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县朗公庙镇财政所
新乡县朗公庙镇财政所
新乡县朗公庙镇财政所
新乡县朗公庙镇财政所
新乡县七里营镇财政所

新乡县宏德种畜繁育中心

新乡县棉麻公司经营处
新乡县合河供销合作社

王燕龙

王德伍

王灿新

伊梅青

宋建庄

段素琴

翟成梅

孙军建

刘建国

王小兵

李福海

蔡峥

姬红涛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新乡双龙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宏昌塑料门窗配件
厂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水利
站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2号
新乡县朗乡（集农）协议字第1号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4号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3号

2.00
4.00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1号
510.00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1009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1006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1007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1010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1008号

（96）农银借合字第12号
农银借合字第97021号

9.90
农银抵借字第12号

17.90
14.30

农银抵借字第11号
19.90
45.90

编号25198001
9.90
70.00

（41101009）农银借字（2003）第03008
号

编号28698004
（41100170101）农银借字（2004）05001

号

35.00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42号

（411101009）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05号

（98）农银借合同字第4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19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000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0003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123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125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049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80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51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608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73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24号

（411109105）农银按字（2002）第037号
（41100108）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3

号
（411101108）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09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9号
（41110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20

号
(411102117)豫农银按字（2003）第

04005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

06398号
（411101107）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59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06号

（新）农银借合同字第1号

新乡县朗公乡（开发）协议字第1号

1.00

（吉分）农银借合同字第97019号
（41100170101）农银借字（2004）03002

号
13697410
13697406
13696良01
13697416
13697411
13697408
13697409
17098402
19498401
17098403

新乡县营业部协议字第243号

新乡县朗公庙乡（开发）协议字第 号
90.00
90.00
90.00
91.80

（41100108）农银借字（2000）第016号
农银抵借字99第003号
农银抵借字98第01号

（411101009）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05号/106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28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0111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05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39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74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33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19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72
号

（411101110）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5
号

(411102117)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3023号

（41100170101）农银借字（2004）03001
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第10005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14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3）第11001
号

（97）农银借合同字第09号
（97）农银借合同字第10号

6.00
20.80

农银保借字98第22号
（41100170101）农银借字（2004）07001

号
435.20

农银抵借字99第17号
（41110112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3

号
（41110112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2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41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45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44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31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30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12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508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3）第701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01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29号
（411101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2

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021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022号

（411113003）农银借字（2001）第12018
号（411113003-03）农银借展字（2002）

第1208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第05002

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第09004

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4）第12005

号
（411101114）农银借字（2005）第02002

号
100.00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3003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3004号

100.00

河南省新乡县苗木繁育场
河南省新乡县苗木繁育场
河南省新乡县苗木繁育场
河南省新乡县苗木繁育场
河南省新乡县苗木繁育场

河南省新乡县林产品经销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苗木繁育场
新乡市绿源乳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雪尓滋食品饮料厂、杨中新、吕玉
平、杨中亮、李文祥、朱小伟

河南省新乡县原种一场
河南省新乡县原种一场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新乡县古固寨镇人民政府

河南省新乡县丝绸厂
河南省新乡县丝绸厂

新乡县士喜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新乡塑料制品厂

杜兴岭

郭福利

崔林
新乡县民众招待所

郭华昌

郭华昌

平林辉

栗改瑞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新乡市天丰汽车贸易商行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郭为为，赵喜爱

新乡新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郭风枝

杨玉启、沈贞录

刘西来

杨中梅

卫辉市友谊建安工程有限公司

马长银、新乡市俱进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县朗公庙镇乡镇企业委员会

新乡县朗公庙乡财政所

新乡县弯管厂

河南新乡中原贸易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河南省新乡县良种棉加工厂

新乡县人民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

新乡县朗公庙乡乡镇企业委员会
新乡县橡胶塑料化工公司
新乡县橡胶塑料化工公司
新乡县橡胶塑料化工公司
新乡县橡胶塑料化工公司
河南省新乡豫新铜材厂

河南省新乡县新达实业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新达实业公司

魏晓俊，魏青

邹建国

冯新华、李道永

杨兴广

北京亚飞汽车新乡连锁店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韩兴贺、段继恩

李焕琪

新乡金源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宏业纺织有限公司

新乡市豫兴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豫兴纸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县造纸总厂
新乡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四工程处

新乡县七里营镇造纸厂

新乡市绿源乳业有限公司

新乡县合河供销合作社

王德胜

王德胜

程丽

刘涛

刘恒叶

魏晓俊，魏青

魏晓俊，魏青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

东风汽车公司新乡销售技术服务中心

新乡市谊通新华夏汽车有限公司

新乡市利德空调制冷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孙毅

姬忠水

王庆元

新乡县电源材料厂、新乡日月实业有限公
司、新乡市绿源乳业有限公司、新乡县双

龙有色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宏昌塑料门窗配件厂

河南省新乡县丝绸厂、新乡县古固寨人民
政府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2号
新乡县朗乡（集农）协议字第1号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4号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3号

1991-10-30
1991-12-28

新乡县朗乡（国农）协议字第1号
2014-1-28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1009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1006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1007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1010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1008
号

（96）农银借合字第12号
农银借合字第97021号

农银抵借字第12号

农银抵借字第11号
1990-03-31
1998-09-30
1996-02-06

（41101009）农银抵字（2003）第03008号

（41100170101）农银抵字（2004）05001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42
号

（411101009）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05号

（98）农银借合同字第4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19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0002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0003
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123
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125
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049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80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51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608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73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24号

（411109105）农银按字（2002）第037号

（41100108）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3号

（411101108）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09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9
号

（41110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20号

(411102117)豫农银按字（2003）第04005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4）第06398
号

（411101107）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59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06号

（新）农银借合同字第1号

（吉分）农银借合同字第97019号

（41100170101）农银保字（2004）03002号

13697410
13697406
13696良01
13697416
13697411
13697408
13697409
17098402
19498401
17098403

新乡县营业部协议字第243号

新乡县朗公庙乡（开发）协议字第 号
1994-08-12
1995-06-20
1995-02-28
1995-09-12

（41100108）农银保字（2000）第016号
农银抵借字99第003号
农银抵借字98第01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28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0111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05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39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074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33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19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72号

（411101110）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5号

(411102117)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3023
号

（41100170101）农银抵字（2004）03001号

（411101114）农银抵字（2004）第10001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14
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3）第11001号

（97）农银借合同字第09号
（97）农银借合同字第10号

农银保借字98第22号

（41100170101）农银保字（2004）07001号

农银抵借字99第17号

（41110112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3号

（41110112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2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41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45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44
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31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30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1）第112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508号

（411109105）农银抵字（2003）第701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012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29号

（411101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2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021号
96农银借合同字第022号

（411113003）农银保字（2001）第12018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第05002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第09004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4）第12005号

（411101114）农银保字（2005）第02002号

2003-12-29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3003

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03004

号

1995-12-13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宋建军

宋建新

陈波

杨志庆

宋金根

徐胜标

徐胜标

荆焕月

张文超

王进山

蔡喜瑞

王恩惠

谷志强

张高产

张红霞

朱秋兰

李春龙

安阳市广通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劳动防护制品厂
焦作市劳动防护制品厂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中西制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西制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西制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西制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中西制砖有限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营养食品厂
焦作市营养食品厂
焦作市营养食品厂

河南省焦作市针棉织品公司
河南省焦作市针棉织品公司
河南省焦作市针棉织品公司

焦作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焦作市朱村乡大家作村村民委

员会
焦作市朱村乡大家作村村民委

员会
焦作市解放区王禇乡新店村村

民委员会
何云国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上白作乡龙寺村
村民委员会

焦作市冶金矿产总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白水泥厂

焦作市白水泥厂

焦作市同兴化工有限公司
焦作市康德商贸有限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四季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四季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四季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四季果蔬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金龙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沁阳新光电气化有限公司

陈守敏
苗树红
孔庆昭

党晓红

党晓红

黄林生

王朝阳

张金山

赵世伟

李亚军

李建功

张振中

刘小霞

葛晓联

王素琴

贾迎花

刘来福

张丽萍

姚朋军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46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12021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27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08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601
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14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95号

（411101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30号

（411101009）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
001号

（411101110）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
05016号

(41110211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0305号

(411102118)农银按字（2003）第01016
号

(411102117)农银按字（2002）第06008
号

（411506010）农银汽借字（2003）第
30026号

（411506010）农银汽借字（2003）第
40019号

（411506010）农银汽借字（2003）第
30011号

（411506010）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
50002号

4110201601200066449-2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20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32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30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17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21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16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09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31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08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10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19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1）第004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1）第002号

2.00
农银抵借字98第5008号
农银抵借字98第5007号

7.43
45.00

农银保借字98第049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19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13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26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1）第001号

农银保借字99第112号
（411201）农银借字（2003）第03006号
（411201）农银借字（2003）第008号

农银保借字第0148号
农银保借字第0149号

农银保借字96第0151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27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28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029号

农银保借字焦解第99106号

1.99

0.54

（焦95）农银借合同字第155号

农银抵借字98第049号
3.00

农银保借字99第044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22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21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45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73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18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4026号
（411201）农银借字（2003）第06016号

（解）农行借合字第178号

1994/4/23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2第11002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2第11003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3第03005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3第12003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4第02001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4第04001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4第04002号
411211105农银承字2004第03001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3第05001号
（411202）农银借字（2002）第004号

山农银借字NO41101200300008561

（411201）农银借字（2003）第02002号
农银保借字98第093号
农银抵借字99第098号
农银抵借字99第099号
农银抵借字99第100号
农银保借字97第105号

农行太行支行农银借字2000第0009号
太行支行农银借字2000第0007号

山农银借字2000第43号
山农银借字2000第89号

411202农银借字2001第109号
411211106农银借字2001第0018号
411211106农银借字2001第016号

2000-1-21
（411201）农银借字（2002）第09021号
（411201）农银借字（2002）第09022号
（411201）农银借字（2003）第03007号

14.15
（411201）农银借字（2002）第06014号
（焦解）农银借字（2000）第107005号

1999-9-30
2002-12-20
1993-11-5

（二营部）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076号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
11011号

411901101农银借字2002第06011

41113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5465

4113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5177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4010

4113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0003482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4036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8003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6015

营业部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0040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3003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11037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6003

营业部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0046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6006

梁正华

刘可进

魏晓俊，魏青

杨志庆

新乡市天丰汽车贸易商行

徐胜标

徐胜标

荆树湛

张乐君、张德伟

王进山

卫辉市教师进修学校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王恩惠、李红
芳

河南省卫辉市安居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周口市远东汽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宋丽

周口市远东汽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徐登
峰、朱秋兰

周口市远东汽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张红
霞

周口市远东汽车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李春
龙、王桂兰、吕学全

安阳荣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苏海芹、杨
万鹏、石顺喜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劳动防护制品厂
焦作市劳动防护制品厂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朱村供销合作社

焦作天安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无线电一
厂

焦作市中西制砖有限公司
焦作天安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焦作金博电缆有限公司
焦作多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供销合作社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焦作市机电设备总公司商场

焦作市解放区丰收路汽车修理厂

何云国、李玉芬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河南省焦作市针棉织品公司
焦作市烟花鞭炮公司

焦作市解放区上白作乡龙寺村村民委员
会

焦作市冶金矿产总公司
焦作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
焦作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
焦作市运管经济发展公司
焦作市第六汽车运输公司
焦作市运管经济发展公司
焦作市大件运输总公司
焦作市大件运输总公司

焦作市运管经济发展公司
焦作起重运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焦作市庙河水泥厂、焦作市新奥白水泥有
限公司、焦作市赛雪白水泥有限公司、焦

作市山阳区百间乡政府
焦作市同兴化工有限公司
焦作市储运工贸总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焦作市农机总公司

博爱县农业机械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万山养殖有限公司
焦作市再生资源总公司
焦作市日用杂品公司

焦作市棉麻公司

焦作起重运输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沁阳新光电气化有限公司

郝丙建

冯庆东

卫娜

王朝晖

孔建春

孔德钢

李晓峰

屈红军

张社平

李红波

张致杰

王素霞

薛涛

赵杰

赵晓峰

苗海波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46
号

（411101114）豫农银个借字（2003）第12021
号

（411109105）农银高保消借字（2003）第
0027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08号

（411109105）农银汽借字（2002）第601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142号

（411109105）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95号

（411101111）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30号

（411101009）农银保消借字（2002）第001号

（411101110）农银抵字（2003）第05009号

(411102115)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0305号

(411102118)农银按字（2003）第01016号

(411102117)农银按字（2002）第06008号

（411506010）农银汽借字（2003）第30026
号、（411506010）农银保字（2003）第30026

号
（411506010）农银汽借字（2003）第40019
号、（411506010）农银保字（2003）第40019

号
（411506010）农银汽借字（2003）第30011
号、（411506010）农银保字（2003）第30011

号
（411506010）农银保消借字（2003）第50002

号

4110201601200066449-2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104009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32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30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104007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104010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104006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09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31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08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10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104008号
（焦解）农银抵字（2001）第002号
（焦解）农银抵字（2001）第001号

农银抵借字98第5008号
农银抵借字98第5007号

农银保借字98第049号

（焦解）农银抵字（2000）第019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13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26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1）第001号

农银保借字99第112号
（411201）农银保字（2003）第03005号
（411201）农银保字（2003）第007号

农银保借字第0148号
农银保借字第0149号

农银保借字96第0151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27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28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029号

农银保借字焦解第99106号

（焦95）农银借合同字第155号

农银抵借字98第049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44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22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21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45号
农银保借字99第073号

（焦解）农银保字（2000）第104004号
（2000）农银保字（104）第014号

（411201）农银保字（2003）第06014号

（解）农行借合字第178号

1994/4/23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2第11002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2第11003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3第03005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3第12002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4第02001号
411211105农银借字2004第04001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4第04002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4第03001号
411211105农银保字2003第05001号
（411202）农银保字（2002）第004号

山农银保字41901200300040710

（411201）农银抵字（2003）第02001号
农银保借字98第093号
农银抵借字99第098号
农银抵借字99第099号
农银抵借字99第100号
农银保借字97第105号

农行太行支行农银抵字2000第0009号
太行支行农银抵字2000第0007号

山农银抵字2000第43号
山农银抵字2000第89号

411202农银抵字2001第109号
411211106农银抵字2001第005号
411211106农银抵字2001第004号

2000-1-21
（411201）农银保字（2002）第09015号
（411201）农银保字（2002）第09016号
（411201）农银保字（2003）第006号

（411201）农银保字（2002）第06010号
（焦解）农银抵字（2000）第107005号

（二营部）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076号/济
人行单位保字1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
11011）号/411901101单位保字1101
411901101农银借字2002第06011/

411901101单位保字第06011
41113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5465/2013单位

保字253
4113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5177/419012013

单位保字0165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4010/

2003单位保字04010
4113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0003482/

41901单位保字20130000077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4036/

411901101单位保字04036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3第08003/

411901101单位保字08003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6015/

411901101单位保字06015
营业部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0040/营业部单

位保字0040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3003/

411901101单位保字03003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11037/

411901101单位保字11037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6003/

411901101单位保字06003
营业部农银个房借字2001第0046/营业部单

位保字0046
411901101农银个房借字2002第06006/

41901101单位保字0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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