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博工具（商丘）有限公司（国开行）

商丘市木兰电器有限公司（国开行）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阿林肉制品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安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

（国开行）

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

（国开行）

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有限公司

（国开行）

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虞城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开行）

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司（开行）

虞城县大洋量具有限公司（开行）

商丘市京陇铝业有限公司（开行）

专版 8 2019年11月8日星期五

农村版

债务人 担保费金额担保人 债务人 担保费金额担保人

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

设备抵押

邵淑敏、李利真、杨长征、杨龙龙、郭新伟、杨银萍、张军伟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商丘市星赫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河南

省汉梁王酒业有限公司、安伟、安茂峰、王月英，张文丽、高平义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商丘市星赫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河南

省汉梁王酒业有限公司、安伟、安茂峰、王月英，张文丽、高平义

河南统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

陈凯、单春荣、单友华、陈新民、陈素娥

商丘市京陇铝业有限公司、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杨长征、

赵凤莲、刘天凯

河南省小乔酒店有限公司、河南小乔种植有限公司、民权县龙

邑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民权果之源饮

品有限公司、李冰冰、魏明胜、辛贵兰、魏宇恒

河南省小乔酒店有限公司、河南小乔种植有限公司、民权县龙

邑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民权果之源饮

品有限公司、魏明胜、辛贵兰、魏宇恒、陈长青

河南省小乔酒店有限公司、河南小乔种植有限公司、民权县龙

邑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民权果之源饮

品有限公司、李冰冰、辛贵兰、魏宇恒、陈长青

河南省小乔酒店有限公司、河南小乔种植有限公司、民权县龙

邑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民权果之源饮

品有限公司、李冰冰、魏明胜、辛贵兰、陈长青

河南省小乔酒店有限公司、河南小乔种植有限公司、民权县龙邑

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河南小乔食品有限公司、民权果之源饮品有

限公司、魏明胜、魏宇恒、陈长青

商丘市一至建材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安茂峰( 中原银行)

安伟( 中原银行)

黄红伟( 中原银行)

李保林( 中原银行)

陈长青( 中原银行)

李冰冰( 中原银行)

魏明胜( 中原银行)

魏宇恒( 中原银行)

辛贵兰( 中原银行)

30.68129万元

6.888063万元

10.336019万元

368.874348万元

6.798398万元

19.345878万元

5.189378万元

4.058285万元

9.335924万元

9.204189万元

吴延安( 中原银行)

夏邑天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国开行）

夏邑县大富豪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海龙药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华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星赫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华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瑞雪制冷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翔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国开行）

民权小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开行）

夏邑县神工笔业有限公司、夏邑县恒大木业有限公司、夏邑

县亨利木业有限公司、李松梅、吴天良、祝运皊、胡杰、王喜营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商丘海龙药业有限公司、商丘市华

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夏邑县大富豪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吴

天良、祝运皊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商丘海龙药业有限公司、商丘市华

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夏邑天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陈盼、姬

中立、姬生连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商丘市华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夏

邑天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夏邑县大富豪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商丘天龙药业有限公司、商丘海龙药业有限公司、夏邑天良

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夏邑县大富豪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徐德

好、关霞

商丘海龙药业有限公司、夏邑天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商丘

市华丰棉花加工有限公司、吴延安、李松梅

商丘市六和面粉厂、商丘华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安茂

峰、安伟、何芳、张文丽

商丘市六和面粉厂、商丘市星赫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许洪嘉

河南翔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商丘瑞新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董康、苏贯楠、董思源、王翠云

商丘瑞新通用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瑞雪制冷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河南亿友塑胶有限公司、商丘梁园区万甲塑业

有限公司、苏亚魁、余亚民、陈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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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明胜、贾孝军

商丘市木兰电器有限公司、李爱皊、吴海运

海博工具（商丘）有限公司、张新河、许秀梅

商丘市安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

司、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商丘市阿林肉制品有限

公司、安伟、安茂峰、何芳、张文丽

商丘市安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

司、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

司、陈金鹰、陈金林、王素华

商丘市安特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

司、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商丘市阿林肉制品有限

公司、李东风、李鹏、张媛媛、王丽

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阿林肉制品有限公司、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

司、陈卫东、何诚科

商丘市奥神面业有限公司、商丘市阿林肉制品有限公

司、商丘市万象面粉有限公司、商丘市安特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郭新伟、李利真、杨长征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虞城

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

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

有限公司、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双星工

量具有限公司、杨建波、徐春香

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虞城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

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东信工量

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建波

工量具有限公司、张存金、张亚军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虞城

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

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

有限公司、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建波工

量具有限公司、高东信、李巧莲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虞城

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

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

限公司、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建波工量

具有限公司、范贵芝、吴运良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虞城

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

司、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

限公司、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

量具有限公司、葛如昌、杨运玲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司、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

公司、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建波工量具

有限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星宏

工量具有限公司、张存金、杨爱香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新大地尺业有限公司、

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

司、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

有限公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

有限公司、徐秀章、朱翠云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

商丘市双星工量具有限公司、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

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

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有限公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

业有限公司、黄秀梅、吴金才

河南亚东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东信工量具有限公司、

商丘市建波工量具有限公司、虞城县红日工业量具有限

公司、虞城县星宏工量具有限公司、河南工虎工具有限

公司、河南省东方标准工业有限公司、虞城县新大地尺

业有限公司、徐菲、袁双喜、袁洪涛

虞城县豫丰华福利挂面厂、商丘鑫科光电设备有限公

司、商丘市宸安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姚秀峰、崔槐玲

商丘市风光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商丘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康福特气体厂、商丘飞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李保

林、赵凤莲

200.4万元

8.013306万元

8.013306万元

10.684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8.013306万元

10.684409万元

5.342204万元

10.684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12.253681万元

11.028265万元

8.028265万元

4.901485万元

9.802949万元

8.921449万元

6.691087万元

5.352870万元

6.691087万元

6.691087万元

4.460725万元

6.691087万元

6.691087万元

8.921449万元

300万元

142.2927万元

商丘京港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马世海、马文东、路孝生、路秀真、赵雪彤、马艳、路冠军、李素丽

商丘京港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马世海、马文东、路孝生、路秀真、赵雪彤、马艳、路冠军、李素

丽、刘爱云

民权县锦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鸿宇塑胶有限公司

刘勇、张家安、李昌、张喜莲、胡艳芳、李福令、赵庆涛

商丘市嘉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商丘星海商贸有限公司

蔡兹远、洪建昌、洪伟鑫

商丘市星赫粮食贸易有限公司

商丘市六和面粉厂

商丘华阳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保旗

黄永利、张冬梅

生产设备抵押

房产抵押，房产证号：李集镇字第2002302号、2002306号、

2002304号、2002303号

张瑞锋、唐成标、赵红、陈大玲、张阳、张秋良、程春霞、李少

恒、张保全、陈利娟

河南统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统发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商丘东航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商丘金商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通诚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通诚货场有限公司

陈新民、单春荣、单友华、陈凯、袁猛、郝正勇

商丘惠普饲料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丰金属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张军伟、李利真、邵淑敏股权质押

杨银萍、杨长征、张军伟、李利真、杨龙龙、邵淑敏

河南中峰棉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隆鑫建材有限公司

张军伟、邵淑敏、杨龙龙、杨长征、李利真、宋彬、杨银萍、郭新

伟、王阳阳、刘建、宋敏先、刘凤玲、崔吉超

510.670677万元

24.0382万元

7.688657万元

0.955188万元

400万元

28.536904万元

100万元

50.13033万元

18.780282万元

1000万元

4.86万元

商丘乾缘商贸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商丘乾缘商贸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河南福安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商丘市开维喜阀门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商丘市太平洋管网工程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相助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银行）

商丘凯瑞达化工有限公司

（商丘银行）

商丘市鸿赢煤炭有限公司

（中原银行）

商丘市一至建材有限公司

（邮储银行）

商丘市一至建材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

上接第五版 币种：人民币

69.304万元

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国开行）

民权小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丘市显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金先东、韩双芝
8.013306万元

商丘市显峰水产养殖有限公司

（国开行）

虞城县豫丰华福利挂面厂（国开行）

虞城县科旺食品有限公司（国开行）

商丘市京陇铝业有限公司（国开行）

商丘市飞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民丰肥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雄壮肥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金龙塑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夏邑县坚佳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国开行）

商丘市丰华粉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夏邑县东海木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夏邑县华源木业有限公司

（国开行）

河南腾飞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国开行）

民权小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民权县科农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

何福桥、虞城县豫丰华福利挂面厂抵押

周献法、虞城县科旺食品有限公司抵押

商丘市风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福特气体厂、商丘市飞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李保林、赵

凤莲

商丘市风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商丘经济技术开发区康

福特气体厂、杨中须

河南福尔鑫肥业有限公司、河南雄壮肥业有限公司、徐

敬华、李典军、李厚霖、刘欣

河南福尔鑫肥业有限公司、河南民丰肥业有限公司、熊

申斌、孙玉婷

永城市大宇粉业有限公司、永城市金麦子面粉有限公

司、丁汝光、李梅香

夏邑县华源木业有限公司、商丘市丰华粉业有限公司、

夏邑县东海木业有限公司、程红英、孙坚

夏邑县华源木业有限公司、夏邑县坚佳彩色印务有限公

司、夏邑县东海木业有限公司、尹春玲、苏冠伟

夏邑县华源木业有限公司、夏邑县坚佳彩色印务有限公

司、商丘市丰华粉业有限公司、王自成、杜梅

夏邑县坚佳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夏邑县东海木业有限公

司、商丘市丰华粉业有限公司、刘须春、谢秀荣

梁学德

8.013306万元

8.013306万元

8.013306万元

10.684409万元

12.019960万元

13.355511万元

10.6844.09万元

13.355511万元

8.346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10.684409万元

5.342203万元

12.01996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