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22版）

序
号 担保人原贷款行 借款人 序

号 担保人原贷款行 借款人

1336
1337
1338
1339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1345
1346
1347

1348

1349

1350

1351

1352

1353
1354

1355

1356

1357

1358

1359
1360
1361
1362
1363
1364
1365

1366
1367
1368

1369
1370

1371

1372

1373
1374

1375

1376

1377
1378
1379

1380

1381
1382

1383
1384
1385
1386
1387
1388

1389

1390

1391

1392

1393

1394

1395

1396

1397
1398
1399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
农发行卫辉市支行
农发行获嘉县支行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

农发行延津县支行

农发行原阳县支行

农发行辉县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开封金明池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通许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东新区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紫荆山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农业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十一世纪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许昌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南阳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路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二十一世纪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建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卫辉市大桥牛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万家康油脂有限公司
河南省亨天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金粒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鑫麦贸易有限公司
延津县威兰纺织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良粮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市兴盛面粉有限公司

河南省辉纺纺织有限公司

河南开封得胜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海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蔡县豫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超汇实业有限公司

鹤壁市农林制药有限公司

济源金康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焦作市圣鸿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至真食业有限公司

鹤壁市四季青农产品批发市场
河南昌盛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许昌金博利箱包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杜康花瓷酒销售有限公司

河南越海实业有限公司

奔宇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
河南永胜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焦作市崇义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新飞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长葛市定达实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众兴钢圈有限公司
河南大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
河南省伯马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兴旺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
郑起重工有限公司

陈家沟太极拳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泰胜达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科普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中润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大河车城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卫辉市大桥牛业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新乡市通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张拴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新乡市万家康油脂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新乡中财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胡勤、金桂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省富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赵方升、胡定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金粒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新乡市新平川酿酒厂、冯友明、崔福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郑松武、刘贵云、李建文、母素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延津县威兰纺织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河南中奥毯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黄河故道森林公园
开发有限公司、河南省金光华置业有限公司、赵红艳、鲁照中、赵艳华、王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新乡市新良粮油加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新乡市新良烘焙食品技术研发中心提供抵
押担保；河南中奥毯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伯马股份有限公司、朱连良、明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新乡市兴盛面粉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新乡市众汇置业有限公司、
原阳县瑞祥粮油有限公司、包兴胜、包兴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河南省辉纺纺织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新乡黑田明亮制革有限公司、
党云珠、范乃风、冯浩兴、吴启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张洪海、徐永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河南省郑州市江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福建海壹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河南海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由肖雪、彭红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上蔡县豫塑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名下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鹤壁超汇食品有限公司、冯振亚、冯振鹏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鹤壁超汇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由张秀福、张秀成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鹤壁市农林制药有限
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河南天泰科技有限公司、范虎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河南天泰
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河南中澳广汇食品有限公司、高礼金、庞玉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南中澳广汇食品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由张琳彬、任文静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河南九合实业有限公司
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李东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鹤壁市四季青农产品批发市场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刘孝卫、李小红、李跃虎、王桂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洛阳新
好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由周喜旺、杨庆杰、周意斐、杨成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许昌金博利
箱包股份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刘卫东、李秀华、张明晓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河南杜康花瓷酒销售
有限公司及自然人刘畅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张一铎、张浩、张洪海、杨明芝、郑州百川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张洪海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河南中州起重集团有限公司、赵文明、王新法、王秀山、黄丙元、李鸿、
贾艳丽、候增印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中原圣起有限公司、秦天容、付国仁、蔡又新、赵武生、蔡洪新、任会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南双信炭黑有限公司、河南恒升起重股份有限公司、刘军海、刘波、孙庆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南华泰印业有限公司、宋悦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新乡市力欧机械有限公司、勾宏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长葛市星阳蜂产品有限公司、长葛市三荣电器有限公司、朱广旭、张建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长葛市世英机械有限公司、张洪亮、张军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潘涛、潘本乐、范亚娟、河南大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郑州鑫德
亿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长葛市定达实业有限公司、杨旗、杨晓磊、邓梦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新乡市雯德翔川油墨有限公司、吕培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郑州兴旺木业有限公司、昌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省旭安隆物流有
限公司、刘治军、赵丽红、刘统帅、康凯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河南新乡华宇电磁线有限公司、新乡佐今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王雯德、郭杰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抵押人：宋彦东；抵押物一：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99号1号楼东2单元19号房产，房产证号：郑房
权证字第1601211735号，建筑面积：165.66平方米；抵押物二：位于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66号建业
森林半岛67号楼1单元1-2层3号房产，房产证号：郑房权证字第11001135436号，建筑面积：281.93
平方米；抵押物三：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93号30号楼东1单元6层17号房产，房产证号：郑房权证字
第1601211559号，建筑面积：226.65平方米；抵押物四：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路10号院4号楼1单元
6层11号房产，房产证号：郑房权证字第1001102326号，建筑面积：177.32平方米。
质押人：郑起重工有限公司；质押物：郑起重工有限公司持有的郑州新视力公交广告有限
公司100%股权。保证人：河南省郑重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河南郑起港务有限公司、宋彦东。
抵押人：陈家沟太极拳发展有限公司；抵押物一：位于焦作市温县陈家沟村旅游路西侧四合南院的
房产，证号为1150104977等32本房产证，合计建筑面积65177.53㎡；抵押物二：位于焦作市温县
陈家沟村旅游路西侧的土地，证号温国用（2012）第72-77号等6本土地证，合计土地面积94201.1㎡。
抵押人：焦作贝格耐火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抵押物：位于焦作市山阳区焦辉路南侧的土地及地上建筑
物，土地证号：焦国用（2005）第236、237、239-250号等14本土地证，土地面积258099.8㎡。质押人：
陈家沟太极拳发展有限公司；质押物：陈家沟太极拳发展有限公司享有的陈家沟景区门票收费权。
保证人：唐山市聚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毋新安。
抵押人：韩国森；抵押物一：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一层C区1号的商铺，证号
为郑房权证字第0801061936号，建筑面积896.34㎡，抵押物二：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
段融元广场二层C区17号的商铺，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701037481号，建筑面积1546.61㎡，
抵押物三；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二层C区21号的商铺，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
0701037488号，建筑面积171.75㎡，抵押物四；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二层C区
22号的商铺，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601028039号，建筑面积744.53㎡。
抵押人：韩安森；抵押物一：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一层B区10号的商铺，证号为
郑房权证字第0901045947号，建筑面积95.68㎡，抵押物二：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
广场二层C区19号的商铺，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901045953号，建筑面积404.94㎡。
抵押人：田景峰；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一层C区2号的商铺
，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901045925号，建筑面积128.35㎡。
抵押人：韩坤鹏；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一层C区5号的商铺，
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801023831号，建筑面积177.23㎡。
抵押人：韩坤亚；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一层C区7号的商铺，
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901045926号，建筑面积153.81㎡。
抵押人：何国通；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北段融元广场二层C区20号的商铺，
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0901045924号，建筑面积349.81㎡。保证人：韩国森、魏中央。
河南展宇规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卫海锋、潘素霞、李静静、李小磊、魏海霞、薛会会。
抵押人：李国霞；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金水区纬二路8号院2号楼2单元21号房产，证号为郑房权证字
第0601056395号,面积148.17平方米。抵押人：李鸿云；抵押物：位于新乡市310北侧107东侧.跨
线桥南侧农商新天地A02#楼的房产,证号为新城字第20122805号、20122803号、20123088
号、20122804号，合计面积220.94平方米。保证人：河南新农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段永岗。
抵押人：郑州诚兴汽车广场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郑州市惠济区
桥南新区金桥路1号院1号的房产，证号为郑房权证字第1401105274
号，面积1952.70平方米。保证人：段永岗、卢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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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解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铁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政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行政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都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巩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里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登封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郑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解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金水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公司金融客户十一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
行公司金融客户一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公司金融客户九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公司金融客户六部

河南九茂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罗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开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铂思特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巩义市金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市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三念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春胜耐材有限公司
郑州市正大铝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博电子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郑州尼德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恒惠建材有限公司
栾川养子沟旅游休闲度
假有限公司

河南鑫旺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中州凯辉化纤工业有限公司

河南弘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省志元食品有限公司

登封市裕达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大禹物流有限公司

河南省力神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东方飞腾贸易有限公司

郑州中惠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上正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郑州万家福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日美卫浴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安福果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海滨防腐保温有限公司

焦作市宝丰电缆有限公司

河南河阳石化有限公司
禹州市新兴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飞达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葛市盈凯金属有限公司

河南世纪宏达铝业有限公司

长葛市鸿舟车业有限公司

河南许昌阳光光电线缆有限公司

阳光旭昇电缆有限公司
河南富航商贸有限公司

抵押人：河南恒信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洛阳市洛龙区太康路与
厚载门街交叉口中央商务广场（帝都0379）的13套房产，房产证号分
别为：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55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54号、
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51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52号、洛房权
证市字第00036853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49号、洛房权证市字
第00036881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83号、洛房权证市字第
00036882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470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84号、
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85号、洛房权证市字第00036886号），合计建
筑面积为693.31㎡。保证人：郭瑞、郭雯。
保证人：河南宏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贺万华、董春凤。
保证人：河南宝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王兴洲、王青玉、刘志甫
抵押人：谢朝年，抵押物：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地润路18号C座7层710号、
711号的房产使用权，其中710号建筑面积249.91㎡，规划用途为办公；711
号建筑面积710.05㎡，规划用途为办公；保证人：谢富强、谢朝杰
抵押人：巩义市金明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巩义市河洛路南，
地类用途为其他商服用地，面积20878.35平方米，保证人：石阳、王桂阁
抵押人：郑州市基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梧桐街南、西四
环路东的在建工程抵押，用途为城镇住宅商服（土地证号：郑国用2012
第0380号，面积103007.37㎡），在建工程抵押登记证明号：1306000134、
1306000135、1306000136、1306000137、1306000138、1306000139、
押品剩余面积为20200.4㎡，保证人：张福喜、张喜梅、卞琨
抵押人：郑州市百智商务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新郑市人民东路南侧，
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54636.04平方米，保证人：李政威、韩笑宇、史俊、
王书兰、韩卫民
保证人：河南胜达耐材有限公司、冯春生、韩改银、冯晓磊、景雪亮、弋俊红。
保证人：河南东大矿业有限公司、高密成、高闯、石蕾
保证人：郑州云鹤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秀珠、任郑修
保证人：郑州云鹤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任秋燕、任郑修
保证人：张亚军、郭亚利、尚福周、冯松凤
抵押人：韦平川，抵押物：位于栾川县老城区，土地面积290.33平米、
建筑面积292.97平米，《国有土地使用证》为栾国用2007字096号，
土地类型为划拨土地、用途为住宅，《房屋所有权证》为栾房权证2013字
第00005771号，权证内房产1幢、房屋结构为混合结构、总层数2.5层、
建筑年代为1981年，（自建）房屋、状态为自用。质押人：栾川养子沟旅游
休闲度假有限公司，质押物：栾川养子沟旅游休闲度假有限公司拥有的旅
游景区收费权质押，保证人：郑州百川通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刘怀阳、徐春娥、
韦平均、韦西川、河南省养子沟景区管理有限公司
抵押人：河南鑫旺铝业有限公司，抵押物：其中5900万元为河南鑫旺铝业
有限公司的电解铝主要生产设备电解槽68台，自制铝排51台；3000万元
为河南鑫旺铝业有限公司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抵押物为工业用厂房
(土地未抵押)，位于巩义市米河镇小里河村，建筑面积32717.902平方米；
保证人：河南长城铝业鑫旺有限公司提供3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人：河南中迈永安铝业有限公司提供2100万元保证，河南
中迈永安碳素有限公司提供1385万元保证。
保证人：张红军，张佳丽、元银玲；抵押人：江义清、苑艳燕；抵押物：江义清、
苑艳燕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大同路46号5层及7层的商业房，面积2592.86㎡
保证人：罗志元、岳俊英；抵押人：河南志元食品有限公司；抵押物：座落于鹿
邑县涡北镇鹿柘公路北侧的工业用地使用权面积合计114623㎡；房产（工业
用途）建筑面积合计27016.11㎡
保证人：尚会珍、麻达、麻讯、麻红利、许淑静、麻昌江、宋金英；抵押人：登封
市裕达商贸有限公司；抵押物：位于登封市滨河路南段路东（登房权证字第
1401022392号7382.24平方米，登国用2011第00010号）土地面积10631.84㎡
保证人：郑州豫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白铁岭、冷晓雨：抵押人：禹州市尚庭
置业有限公司、河南大禹物流有限公司；抵押物：大禹物流公司位于郑州中牟
县姚家镇S223以东，纬二路以北，翰林路以西的国有工业用地，面积
51246.42㎡（960万）；禹州市尚庭置业有限公司的位于禹州市钧台办三里村
国有土出让商业用地面积40000㎡（9000万）
保证人：河南省海格机械有限公司、郝士民、刘文学、何新杰、
杨建民、娄纪宏、杨永峰、孙长营、张金河
保证人：郑州酷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郑州盛天再生资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亚军和郭亚利
保证人：蔡爱琴，谭文
保证人：蔡后富、陈秀娥
保证人：孙盈盈
保证人：张付生、王改风、张航、金川、杨红星；抵押人：河南日美卫
浴有限公司；抵押物：禹房权证禹州字第059475号、禹国用
（2013）第16-0173号土地房产。
保证人：杨平安、王福芝、杨永帅；抵押人：杨平安；抵押物：禹国用2007第
12-0169号330.7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地上禹州市房权证钧台办字第
0001394号1624.96平方米房产提供抵押。
保证人：王海彬、李青穗、王福岩、王志岩；抵押人：濮阳市海滨防腐保
温有限公司；抵押物：濮房权证市字第2013-19115号及濮房权证市
字第2013-19121号房产提供抵押，抵押房产位于濮阳市市辖区开州
中路路东、益民路路北，建筑面积为3123.71平米。
其中700万授信保证人：毋顺利、毋有利；其中406万保证人：焦作市圣宝科技制
钢有限公司、毋顺利、范庆荣、毋有利；抵押人：焦作市宝丰电缆有限公司；抵押物：
焦国用【2011】第01069号土地使用权。
保证人：河南奇春石油经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吴新红、于勇军、郭海生。
保证人：河南九信中小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任建文、任增雨。
保证人：河南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许昌华丰实业有限公司、刘志杰、罗会敏。
保证人：长葛市茗博金属有限公司、河南华晨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刘伟杰、邢紫阳、梅建军、谢利强、张建军、谢永杰、邢子龙。
其中1000万授信保证人：长葛市盈凯金属有限公司；1500万保证人为：
河南森泰实业有限公司、河南晨博金属有限公司；全部授信保证人：潘高、
路云鹏、刘伟杰、刘金超、邢紫阳、孙伟红、张彦彬、董亚鹏。
保证人：冯根山、王书枝、冯晓伟、冯方；抵押人：长葛市鸿舟车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长国用（2013）第10036号的土地和总建筑面积59132.61平方米的9幢房产。
其中2500万元保证人：许昌恒丰实业有限公司；2000万元保证人：
菏泽德源化工有限公司；全部授信保证人：赵洪发、尹淑英。
保证人：许昌宏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赵洪发、尹淑英、尹洪涛。
保证人：屈智敏、董敏、王怀军；抵押人：董敏、屈智敏；抵押物：董敏名下位于
郑州市经开区成套住宅提供抵押，200万元由屈智敏名下位于郑东新区成
套住宅提供抵押，370万元由董敏名下郑房权证字第0801086620-1号
房产（共有人屈重阳，郑房权证字第0801086620-2号）、郑房权证字第
0901013162-1号房产（共有人屈重阳，郑房权证字第0901013162-2号）、
郑房权证字第0001043139号房产提供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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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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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0.00

11,0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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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折合人民币
（按照剥离时汇率计算）

中原国际经济贸易公司
河南豫淇化纤公司
河南冰熊制冷工业集团（冰熊集团商贷垫支）
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原(集团)有限公司
平顶山化纤厂
安阳飞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自行车二厂

中原香江旅游服务总公司
河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

平顶山医药联合集团公司

安阳市液压件厂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紫荆支行
工行省分行营业部紫荆支行
工行商丘分行文化路支行
工行平顶山分行资产管理中心支行
工行平顶山分行资产管理中心支行
工行安阳分行迎宾支行

1
2
3
4
5
6

841,860.50
6,382,393.98
616,828.30
450,000.00
410,000.00

1,756,000.00

6,967,658.43
52,823,883.78
5,105,179.42
3,724,425.00
3,393,365.00
14,533,534.00

原贷款行 借款人 担保人 本金
（美元）

7
8
9
10
11
12

开封市粮油贸易总公司
开封汴京机械厂
漯河市针织化纤厂
漯河市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阳声宇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旭牛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封通豫金属网联营公司
漯河市制革制鞋集团公司
漯河罐头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漯河市针织化纤厂
信阳声宇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亚美畜业有限责任公司、潢川县纺织印染厂、潢川县电业局

工行开封分行金地支行
工行开封分行金地支行
工行漯河分行人民路支行
工行漯河分行人民路支行
工行信阳分行红星路支行
工行信阳分行潢川县支行

930,000.00
40,000.00

447,300.00
1,110,750.00
435,692.55

1,874,806.95

7,697,145.00
331,060.00

3,702,078.45
9,193,122.38
3,606,009.39
15,516,839.72

本金折合人民币
（按照剥离时汇率计算）原贷款行 借款人 担保人 本金

（美元）序号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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