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客户名称

基准日2017年10月27日 单位：元（人民币）
汇率：1美元=6 . 65元人民币 抵押、担保信息

债权本金 欠息 本息合计

1 济宁欧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306,851 2,909,554 11,216,405 曲国用（2011）第081910210523号土地抵押担保，王延尧、张传军、张常英、孔静静、张传、吴业美连带责任担保

2 金乡县华光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37,940,000 8,349,438 46,289,438 泗水利丰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宏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李敬峰、李敬彦、李双雷、李双民、单琼琼、杨璧君连带责任担担保

3 曲阜市康利源面粉有限公司 5,000,000 1,237,644 6,237,644 曲阜市良友工贸有限公司、母洪苓、付洪英连带责任担保

4 山东奥纳化工有限公司 5,780,000 2,576,223 8,356,223 峄国用（2010）第34号土地抵押担保、枣房权证峄城字第G-00299904号至第G-002999029号房产抵押担保，卢维朴、黄桂秀连带责任担保

5 山东德福食品有限公司 10,000,000 1,768,058 11,768,058 山东森林木业有限公司、济宁兖州区长江禽业有限公司、山东精武食品有限公司、汪凤家连带责任担保

6 山东方盛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19,000,000 5,611,237 24,611,237 淄国用2010第D02758号土地抵押担保，淄博市房权证周村区字第06-1030622号、06-1030623号、06-1030624号、06-1039745号房产抵押担保，苗城、刘爱芹连带责任担保

7 山东合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2,000,000 3,545,579 15,545,579 邹城市万达煤机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邹城矿区金马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袁兴友、韩平连带责任担保

8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19,475,742 6,108,351 25,584,093 山东智汇蠕墨新材料科技股份公司、刘杰、山东奥博包装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9 山东嘉日煤炭发展有限公司 6,954,081 5,518,835 12,472,916 山东嘉耀煤炭有限公司、刘奉昌、樊庆恩连带责任担保

10 山东瑞中医药有限公司 20,000,000 5,998,599 25,998,599 山东沃尔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济宁新天地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杨慎伟、宋畹华连带责任担保

11 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 42,645,899 11,817,702 54,463,601
第一笔本金26241821元及利息由山东济矿民生煤化有限公司、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企鹅塑胶集团有限公司、谭方峰连带责任担担保

第二笔本金16404078元及利息由山东通用塑料有限公司、山东省塑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谭方峰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12 山东勇马重工有限公司 4,000,000 1,644,110 5,644,110 庞淑华、马勇、济宁市兖州区晨新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13 山东郓城昊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181,268 3,569,440 9,750,708 郓国用（2009）字第6378号土地抵押担保，郓房权证郓城字第000953号房产抵押担保，山东郓城鑫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刘平、刘鑫峰、刘振振连带责任担保

14 淄博临淄鲁威化工有限公司 2,956,038 996,427 3,952,466 刘帅、刘玉广、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润驰重型锻造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15 淄博隆泰道路工程有限公司 3,500,000 1,225,033 4,725,033 成玉、李茂成、山东昶淼建筑新材料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16 滕州市嘉能煤矿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15,819,640 6,653,355 22,472,995 山东美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郭朋飞、郭继德、山东春之声实业有限公司、山东三圣实业有限公司、山东三圣置业有限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17 愚公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3,873,239 4,410,006 18,283,245 山东宏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宋峰、滕州机床厂连带担保责任

18 中商风轮轮胎有限公司 17,461,235 7,555,766 25,017,001 愚公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侯贺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9 山东企鹅塑胶集团有限公司 39,994,609 13,874,651 53,869,260 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王长青、山东企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20 山东济矿民生煤化有限公司 50,000,000 9,267,674 59,267,674 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山东企鹅塑胶集团有限公司、谭方峰连带责任担保

21 济宁骏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3,367,713 21,707,748 65,075,461 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谭方峰连带责任担保

22 曲阜海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0 5,623,523 25,623,523 济宁港宁纸业有限公司、张鲁兵、陈剑峰连带责任担保

23 曲阜金皇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1,899,553 31,899,553 济宁港宁纸业有限公司、张鲁京连带责任担保

24 曲阜市圣仙果品有限公司 4,620,000 1,265,278 5,885,278 曲阜市弘利化工有限公司、丁庆奇、孔庆爱、丁明刚、孔娜、丁强、王昱淇连带责任担保

25 济宁裕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9,999,949 5,484,603 25,484,552 济宁福泰阳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济宁新天地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山东瑞中医药有限公司、武士安连带责任担担保

26 山东大地麦芽有限公司 4,440,000 1,633,595 6,073,595 山东美华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王峰、王克敏连带责任担保

27 山东神工宏全模具有限公司 2,980,000 729,952 3,709,952 山东中焱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倪志华、荣芬、山东润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连带责任担保

28 山东金江实业有限公司 6,998,980 1,816,907 8,815,886 山东济宁爱德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吴静、黄国成连带责任担保

小计 473,295,243 144,798,840 618,094,083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
机构编码：B0176B23717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74674

业务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汇；从事银行卡业

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业务及代理保险业务；经中国银监会或其他享有行政许可权的机构核准或备案案并经上级机构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4月24日

机构地址：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永昌路289号夏威夷大厦

邮政编码：274099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

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市高新
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70015
许可证流水号：00604783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27日
机构地址：潍坊市高新区东风东街4899号金融广场1号楼综

合楼一楼
发证日期：2018年4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潍坊监管分局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平汇河街支行
机构编码：B0297S337090075

许可证流水号：00674737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5月3日

机构地址：泰安市东平汇河街13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安监管分局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城花苑支行
机构编码：B0297S337090076

许可证流水号：00674736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5月3日

机构地址：泰安市肥城新城街道办事处龙山中路2 7

号—28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安监管分局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平邑支行
机构编码：B0171S33713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703356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4月26日

机构地址：临沂市平邑县浚河西路北(平邑县人民检察院

东邻)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临沂监管分局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明湖支行
机构编码：B0641S237010053

许可证流水号：00674677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4月4日

机构地址：济南市天桥区明湖广场3号楼104、105、106、

203、204室

发证日期：2018年5月7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远罗峰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37060033

许可证流水号：00662370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11月23日

机构地址：招远市罗峰路215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监管分局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黄河十一路支行
机构编码：B0170S33716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674375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5月2日

机构地址：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十一路876号建大清怡苑一

号楼

发证日期：2018年5月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滨州监管分局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现代嘉苑分理

处
机构编码：B1006U337070056

许可证流水号：00604786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2月24日

机构地址：寿光市建新路与幸福

路交叉口现代嘉苑南门以东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潍坊监管分局

山东寿光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元朱分理处
机构编码：B1006U337070021

许可证流水号：00604785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2月24日

机构地址：寿光市孙家集街道

办三元朱村中心街与商贸街

交叉路口西50米路南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潍坊监管分局

山东巨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
台支行
机构编码：B0820S337170012

许可证流水号：00603997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5月31日
机构地址：巨野县麒麟大道中段路北东方新
天地楼下
发证日期：2018年5月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菏泽
监管分局

山东巨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明支行
机构编码：B0820S33717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603996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5月31日
机构地址：巨野县古城西路与甘棠路交叉路
口东北处
发证日期：2018年5月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菏泽
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

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8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703037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26日

机构地址：济宁市兖州区建设路中段13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济宁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市支行

机构编码：B0018S337080005

许可证流水号：00703038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5月26日

机构地址：济宁市邹城市太平东路2777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济宁监管分局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城阳光支行
机构编码：B0297S337090077

许可证流水号：00674735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5月3日

机构地址：泰安市肥城新城路陈刘村2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安监管分局

泰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泰向阳支行
机构编码：B0297S337090074

许可证流水号：00674738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5月3日

机构地址：泰安市新泰向阳小区(新村)AB座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安监管分局

山东临沂河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城北支行
机构编码：B0991S33713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703354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2月29日
机构地址：临沂市河东区桃园街与智圣路交
汇处
发证日期：2018年4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临沂
监管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幸福支

行幸福南路分理处

机构编码：B0001U337060010

许可证流水号：00662371

批准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9日

机构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幸福中路60号

发证日期：2018年5月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烟台

监管分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莘县河店营
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337150123 许可证流水号：00604341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汇兑业务；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

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代理销售基金、个人理财、资产管理计
划产品及其他金融产品；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受理电子银行业务(含自
助银行业务、短信服务)；办理个人存款证明服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或其他享有行政许可权的机构核准或备案并经上级机构授权的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08年6月27日
机构地址：莘县河店镇驻地鑫河街A3-A8号
邮政编码：252412 发证日期：2018年4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聊城监管分局

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曹县支行
机构编码：B0175S33717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60399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

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4月19日

机构地址：菏泽市曹县青菏路与金沙江路交汇处东北角

邮政编码：274400 发证日期：2018年5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菏泽监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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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1)85196701 Email:dzad@dzwww.com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济宁欧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不不良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处置，特发布此公告。本资产包含28户债权资产，涉及本金47330万元及相应利息，分布在山东
省的济宁、菏泽、枣庄、淄博4个地区。

分户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担保权益）明细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
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
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
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6月14日。

联 系 人：曾经理

联系电话：0531—86995375
电子邮箱：zenghu-qd@coamc.com.cn
通信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4306号济南建设档

案大厦21楼
邮编：250014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
0532—58760779(我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青岛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0532—8389577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电话：
0532—83079295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18年5月16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对济宁欧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28户债权资产打包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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