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列均为欠款超过规定时间，且经我公司多次催收而未清偿的逾期还款户。为此，

我公司依法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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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我公司将

依法追究逾期还款人及其担保人的法律责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皆由本公告

催收对象（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承担。

注：1.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 11月 06日的债务本息及担保费（利息按合同约定

的自代偿之日起月息2分计算）。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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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履行相关义务。特此公告。

商丘诚信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6日

债务人 担保费金额担保人 债务人 担保费金额担保人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商丘商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张勇、安茂峰、韩霜、安伟、何芳、关辉。

夏邑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左海涛、李建美、

申俊杰。

河南省银丰棉业有限公司、商丘市泓金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邓卫功、张义伟、韩颜颜。

虞城县洪各棉业有限公司、虞城县永盛油脂有限公

司、张新赞、张炎芳、吴维佳、吴迪、林秀花。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双建工量具有限公

司、商丘市佳洋工量具有限公司、徐春香、杨建波。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佳洋工量具有限公

司、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司、宋美玲、袁双喜。

虞城县中小企业助保金贷款管理委员会、虞城县盛森

鞋材有限公司、陈帮德、王秀真、奚小昌。

商丘金都置业有限公司、商丘市金诺信用投资担保有

限公司、戴红梅、张静、代帅、代文亮、曹俊英、曹支援。

虞城县永丰棉业有限公司、河南省银丰棉业有限公

司、冯勋领、贾秀梅、郑传银、韩颜颜、宁景芝。

商丘业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袁素霞、范平

军。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凤鸣湖乳业有限公司、河南亿友塑胶有限公司、

杨中须、罗世厂、郭彦增、赵秀、宋海涛。

虞城县德隆五金有限公司、虞城县红军棉业有限公

司、李保德、张玉东、张春云。

夏邑县金展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

司、河南建业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孙莹、彭磊、赵

乾、彭鼎。

251.19405万元

123.001442万元

94.951962万元

34.421328万元

2.771719万元

232.968609万元

1344.567118万元

27万元

45万元

795.808056万元

10.337979万元

20.920539万元

48.278056万元

58.82万元

55.66万元

13.46万元

9.12万元

13.9万元

25.08万元

102.9850万元

河南昌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昌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

商丘市显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商丘市星赫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商丘豫宁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虞城县宏发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河南省宏星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小乔种植有限

公司、李昆峰、魏明胜、金先东。

民权果之源饮品有限公司、商丘市显峰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河南华豫虎

王车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业丰饲料有限公司、沙丽、

李昆峰、管孟东、韩双芝、金先东。

河南华豫虎王车业有限公司、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

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崔喜忠、金先东、

魏明胜、焦显峰。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河南鲁鑫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东石油有限公司、邵光强、安伟、安茂峰、何

芳、张文丽、黄启凤。

夏邑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夏邑县雪玉粉

业有限公司、王文方、张晓峰、臧四化、臧文学。

虞城县天成食品有限公司、虞城县亿源筛业有限公

司、叶美荣、郭同军、董云、周戈、徐志愿、赵益民、卢

允士。

河南省星海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南高老庄食品有

限公司、高书利、高星、张亚萍。

76.826802万元

44.498631万元

71.919209万元

102.000833万元

150万元

280万元

41.8万元

10万元

100万元

500万元

400万元

498.8万元

1000万元

896.603478万元

504.577738万元

24.092638万元

397.462399万元

45.312867万元

20.613772万元

36.12265万元

39.86万元

49.04万元

165.735万元

1.5800万元

9.72万元

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

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

（邮储应急金）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

（农发行应急金）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

（郑州行应急金）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

（借款）

河南迪亿佳食品有限公司

（农行应急金）

商丘市广宇面业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应急金）

河南省汉梁王酒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应急金）

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司

（农发行借款）

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应急金）

27万元

245.143313万元

9.200728万元

409.1063万元

409.1063万元

25.135147万元

17.20599万元

32.003712万元

19.269853万元

38.908309万元

7.761607万元

62.3548万元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虞城宝隆食品有限公司、

商丘市鑫盛棉业有限公司、罗世厂、郭会勤、郭彦增、

宁青、杨德国、蔺秀梅。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凤鸣湖乳业有限公

司、睢县华夏长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罗世厂、郭会

勤、郭彦增、赵秀、连俊峰。

河南凤鸣湖乳业有限公司、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罗世厂、郭彦增、赵秀、郭会勤、黄明河、曹清华。

商丘市鑫盛棉业有限公司、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福特气体厂、罗世厂、郭彦增、郭会勤、张幸福。

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商丘市显峰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河南赛虎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河南小

乔食品有限公司、魏明胜、李冰冰、焦显峰、崔喜忠、

韩双芝、刘艳丽、金先东、赵巧连。

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商丘市显峰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河南赛虎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民权果

之源饮品有限公司、金先东、赵巧连、张鹏、魏明胜、

崔喜忠、焦显峰、刘艳丽。

河南省业丰饲料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昌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君启起重设备有

限公司、民权县顺远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河南赛虎新

能源车业有限公司、赵巧连、崔喜忠、刘艳丽。

河南赛虎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民权县科农食品贸

易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酒店

有限公司、商丘市显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刘艳丽、

魏明胜、金先东、焦显峰、李冰冰、赵巧连、崔喜忠。

平顶山市通诚货场有限公司、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

运有限公司、商丘金商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商丘东航

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单友华、袁锰、郝正勇、陈凯、单

春荣、陈新民。

33.640904万元

34.248041万元

25.177019万元

24.099043万元

45.88832万元

河南华豫虎王车业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河南华豫虎王车业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河南华豫虎王车业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华豫虎王车业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

河南统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应急金）

商丘市华伟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星海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

商丘市万鑫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华商银行）

商丘市大自然商贸有限公司

（华商银行）

河南建业耐火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彤丰肥业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彤丰肥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商丘市升翔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

商丘京港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商丘市豫东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

河南统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市宏达蜂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京陇铝业有限公司

耿红

商丘市开维喜阀门有限公司

河南迪亿佳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蔡兹远、洪建昌、徐春雷、蔡泗通、洪伟鑫

商丘市金龙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郑志峰、郭艳玲、郭绪军

商丘市金龙生物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宋孝路、梁秋丽、郭绪军

夏邑县金展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华诚食品有限公司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龚宁

河南福尔鑫肥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万林木制品厂

虞城神禾源肥业有限公司

潘红艳、吴成伦股权质押

土地款收据6张质押

李红旗、潘红艳、吴成伦、吴成贤、张艳玲、贺谦

河南福尔鑫肥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睢阳区万林木制品厂

虞城神禾源肥业有限公司

贺谦、吴成伦、吴成贤、潘红艳、李红旗、张艳玲

商丘市梁园区明涵建材经销部

李中原、杨洪谋、赵杰、宁林叶、刘忠伟、宋晓君

商丘市松林食品有限公司

马世海、柴巧霞、马世江、路秀真、马文东、高留云、赵

雨晖、马艳

承诺函

朱在林、朱昌松、朱五星、张秀荣、吴晓慧

3.24万元

5.94万元

57.886万元

13.96万元

14.876万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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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智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商丘市万锦实业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省海通棉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商丘市华明诚信棉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商丘市双建工量具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虞城博德鞋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虞城县誉德肠衣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虞城县威强纺织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河南双马工量具量具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商丘市飞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虞城县颐丰棉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河南华诚食品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河南省梨园春食品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商丘市利之源糖业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河南名宇食品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虞城县丝宝宝食品有限公司、虞城县华越工量具有

限公司、卢增、卢广勤、刘素稳、李秀兰、郭保堂、史笑

维、林寿金。

河南高老庄食品有限公司、商丘市新泰仓储管理有

限公司、商丘市广汇商贸有限公司、宁乾坤、高星、宁

金海、卢爱芝、赵现良、翟艳慧。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商丘飞扬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商丘市鑫盛棉业有限公司、罗世厂、郭会勤、郭

彦增、宁青。

商丘市鑫隆食品有限公司、睢县九兴面粉有限公司、

罗世厂、郭会勤、郭彦增、王红勇、蒋秀梅。

50万元

19.472442万元

69.185688万元

34.453212万元

28.4361万元

11.136万元

169.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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