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 山东康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栖霞宏大置业有限公司、栾斌、郝丽君 人民币 4,999,998 . 47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支行 栖霞市汇融果蔬有限公司 栖霞市鹏远食品有限公司、孙海正、侯明华 人民币 15,000,000 . 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支行 海阳大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阳大凤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人民币 39,499,299 . 44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支行 山东广泽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通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阳市军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陈洪起、

曹雪梅、张春宁、张瑛
人民币 17,899,434 . 25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阳支行 山东兆瑞建筑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海阳市军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张春宁 人民币 17,700,000 . 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营业部 烟台泰丰宝鼎酒业有限公司 烟台城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人民币 19,994,570 . 0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 栖霞市振兴源矿业有限公司 栖霞市隆兴机床有限公司、徐海滔、朱成凤 人民币 10,344,100 . 31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 栖霞市中和石灰有限公司 栖霞市振兴源矿业有限公司、徐海滔、朱成凤 人民币 52371968 . 65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 烟台市升浩经贸有限公司 烟台远盛钢管有限责任公司、王升浩、朱爱丽、刘洪强 人民币 17,978,874 . 56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开发区支行 烟台首一化学制品有限公司 烟台奥邦家具有限公司、山东奥邦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柳忠光 人民币 14,973,554 . 45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支行 莱州市鹏建机械有限公司 莱州市神洲机械有限公司、朱志新、杨美玲、韩锦洲、韩芳丽 人民币 4,999,799 . 88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山东盟诚电气有限公司

山东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山东新农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淄博森钛新材

料有限公司、山东奥博包装有限公司、淄博三林新型材料有限公司、淄博宏泰

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李秀梅、高纪国、李东满、徐秀春、李翠红、耿佃武、

李玉乐

人民币 79,970,000 . 00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山东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盟诚电气有限公司、李翠红、耿佃武、李秀梅、高纪国 人民币 51,994,911 . 00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支行 鲁中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山东滨岭矿业有限公司、山东焦化企业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金永物资有限

公司、鲁中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000 . 00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山东美中美木业有限公司 山东美中美木业有限公司、何永、耿俊美 人民币 84,500,000 . 00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支行 山东中凯不锈钢有限公司

山东中泽再生金属有限公司、淄博泰维润滑油有限公司、山东中普铜业有限公

司、东营胜利中亚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汇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泉信不

锈钢有限公司、山东中凯不锈钢有限公司、张凯钧、吕文辉

人民币 204,140,000 . 00

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支行 山东中泽再生金属有限公司
山东中凯不锈钢有限公司、山东中普铜业有限公司、

东营胜利中亚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汇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张凯钧、吕文辉
人民币 96,000,000 . 00

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诸城市瑞祥食品有限公司 诸城市龙祥食品有限公司、刘勇、胡伟 人民币 8,000,000 . 00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诸城市龙祥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华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金海、孙杰 人民币 9,997,000 . 00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诸城市永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诸城市永邦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诸城帝王食品有限公司、齐全君 人民币 23,989,998 . 08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诸城市利浩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航远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市三力钢结构有限公司、王福礼、刘术美 人民币 6,900,000 . 00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山东航远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锦程工贸有限公司、方伟、任怡 人民币 9,499,999 . 91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潍坊福润元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潍坊卓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郑海平、郭晓妮、张英、马永涛 人民币 6,000,000 . 00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诸城泽亿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舜禾机械有限公司 人民币 2,199,955 . 10

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城支行 诸城中恒机械有限公司 诸城市子钧食品有限公司、闫光星、翟红果 人民币 2,056,086 . 73

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临朐大观园购物中心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临朐大观园购物中心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德胜、白应红 人民币 27,968,931 . 55

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临朐茂森红木家具有限公司 临朐大观园购物中心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白应春、王兆娟 人民币 18,000,000 . 00

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山东铭远红木制品有限公司
潍坊华昌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潍坊华安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临朐县华美红木嵌银厂、刘祝远
人民币 5,000,000 . 00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临朐县信和食品有限公司 潍坊鑫磊医药包装有限公司、张训良、马德菊 人民币 1,499,989 . 58

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山东卧龙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胜泰橡胶有限公司、临朐欧泰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汇源饮用水有限公司、侯国华、马荣婷
人民币 3,500,000 . 00

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朐支行 临朐县润达机械配件厂 郭宝祥 人民币 999,992 . 20

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支行 潍坊市正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青州亿达森工艺品有限公司、姜守远、王淑芹 人民币 8,000,000 . 00

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支行 山东冠昊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清泽能源有限公司、石志亮、许士兰 人民币 3,800,000 . 00

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支行 青州联华化工有限公司 青州凯丰达建材有限公司、于永福、郗淑红 人民币 2,966,000 . 00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支行 山东风派印刷有限公司 青州市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阮荣杏、孙彪豹 人民币 7,500,000 . 00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支行 青州东一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庆大化工有限公司、郝志刚、马晓东、郝兴富、房师芬、张会昌、郝丽云 人民币 12,869,425 . 00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南关支行 潍坊市致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潍坊市致远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刘之玉、刘延芳 人民币 26,000,000 . 00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永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凯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凤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张会亭、孙桂玲
人民币 189,999,999 . 99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山东灵岩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万腾建设有限公司、张秀岩、周美玲 人民币 3,944,103 . 67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隆典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淄博安宏贸易有限公司、付民、刘海霞 人民币 3,196,116 . 61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山东利唐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淄博旺驰船舶燃料销售有限公司、李刚、唐霞、王意宾 人民币 3,699,662 . 57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银收经贸有限公司
淄博康隆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淄博祥财经贸有限公司、

淄博勤发经贸有限公司、李春芳、路广亮
人民币 6,390,000 . 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亮点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盈东工贸有限公司、李娜、张建勇 人民币 2,800,000 . 00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山东东风源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德巨宜诚化工有限公司、崔宗民、曹玉洁 人民币 3,966,031 . 96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金斗经贸有限公司
淄博久尊经贸有限公司、淄博祥普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金斗经贸有限公司、范志强、郭美丽
人民币 4,053,966 . 94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轩昂工贸有限公司 淄博恒诚热能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佳明经贸有限公司、张涛、朱丽娟 人民币 5,000,000 . 00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语灿经贸有限公司 淄博锐锬经贸有限公司、王德亮 人民币 5,959,999 . 84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淄博安兴化工有限公司 淄博竟展实业有限公司、代克强、朱新华夫妇、朱文威、马桂霞、耿玉华 人民币 4,490,000 . 00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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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4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涛 联系电话：010-57809383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北楼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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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4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涛 联系电话：010-57809383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北楼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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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4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涛 联系电话：010-57809383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北楼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新城支行 滨州海得曲轴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滨州海得曲轴有限责任公司。保证人：丁杰、王金华 人民币 69000000 . 00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新城支行 山东滨州新天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山东滨州新天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山东通远化工有限公司、刘凤文、杨玉省
人民币 33428517 . 18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新城支行 滨州市京华汽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人：高寒。保证人：高寒、成芳 人民币 6982695 . 56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邹平支行 山东邹平大河纺织有限公司
抵押人：山东邹平大河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人：邹平泓源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牛继湖、张爱华
人民币 17999728 . 08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邹平支行 邹平明怡家具有限公司 抵押人：邹平美德家具有限公司。保证人：周春梅、郭斌 人民币 7999669 . 56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邹平支行 山东鲁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人：山东鲁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保证人：邹平和健食品有限公司，山东金

文鑫啤酒包装制品有限公司，成德银、石春玲
人民币 14799999 . 49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邹平支行 山东盛阳能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人：山东盛阳能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鲁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泽信、石玉兰
人民币 6983570 . 00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渤海支行 滨州市东润机械有限公司
抵押人：滨州市东润机械有限公司。保证人：滨州海得富莱曲轴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银河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翠霞、张春杰
人民币 26097121 . 62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山东汉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聚博建陶有限公司、郝金勇、徐美华、王孚滨、王凤美 人民币 4499995 . 47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山东金泉粮油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金太阳锆业有限公司、杜金泉、赵美芬 人民币 24990000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山东黎明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滨州金得信商用厨具有限公司、山东保水汽车改装有限公司、山东聚博

建陶有限公司、李志强、纪芳、王孚滨、王凤美、周保水、赵春红、王玲、段青海
人民币 95000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博兴支行 山东鑫瑞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宏源制桶有限公司、山东大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舒增学、白涵、

曹新兵、曹春兰、栾建民、姜立红
人民币 15000000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城区支行 山东企鹅塑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民生煤化有限公司、淄博大庆石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人民币 57,897,944 . 71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山支行 梁山力建碳素有限公司 山东梁山万达碳素有限公司、淄博宇盛物资有限公司、周传军、杨冬善 人民币 28,490,000 . 00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山支行 山东梁山万达碳素有限公司 山东梁山万达碳素有限公司、鲁能菏泽电力电缆有限公司、朱新启、李克军 人民币 73,528,049 . 66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曲阜支行 东方文博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文博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富邦盛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济宁宝

利实业有限公司、济宁牡丹实业有限公司、山东金利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张卓民、孙丽、山东集成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济南尚策文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济宁尚策商贸有限公司

人民币 139,600,000 . 00

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行 山东国基泰煤业有限公司

山东凯铭实业有限公司、枣庄壮冠食品有限公司、枣庄市联融商贸有限公司、

枣庄市亚森实业有限公司、邹城市中基煤业有限公司、董斌芝、田卫建、

王文、殷超、张晴、王帅、田鑫、田艳秋、刘成

人民币 10,000,000 . 00

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城支行 山东佳益丰工贸有限公司

邹城市嵘兴物资供销有限公司、山东鸿硕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济宁国通燃化

经贸有限公司、山东鸿硕消防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宋伟刚、郭淑娴、秦建民、

王秋兰、秦溯、徐磊、唐盼盼、王振中、张艳

人民币 19,999,644 . 13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兖州支行 山东雪花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翔宇化纤有限公司、兖州市宏福化纤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圣花实业有限公司、李庆思、翟洪娥
人民币 332,785,200 . 00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兖州支行 山东圣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圣银实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 56,449,999 . 97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云支行 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山东伟诺集团有限公司、谷神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鼎力枣业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抵押人：庆云东旭禽业有限公司土地抵押、中澳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房地产抵押及张洪波土地抵押、山东金达克集团有限公司土地抵押、

庆云骏驰建筑有限公司土地抵押

人民币 172499893 . 53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山东瀚海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长河豪门投资置业有限公司、王德兴、杜文萍 人民币 10000000 . 00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新房华夏实业（德州）福信有限公司
黄河商品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瑞康食品有限公司、刘建民、王春静
人民币 75240000 . 00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德州卓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齿轮有限公司、德州豪门实业有限公司、朱昌和、刁国军、姚书栋 人民币 14250000 . 00

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八路支行 德州通德建材有限公司 德州银龙集团有限公司、山东通德锦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史庆东 人民币 7999935 . 75

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八路支行 德州银龙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人民币 10000000 . 00

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 临邑宝成纺织品厂 临邑恒丰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临邑黄海防腐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王保成、王清霞 人民币 2999673 . 71

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邑支行 临邑县恒润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恒光石墨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路泰沥青有限公司、临邑天安商贸有限公司、

刘兆朋、田红梅、赵富德、张树美
人民币 21938876 . 04

2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城支行 德州润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瑞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李会申、孙立英、李会洪、王玉军 人民币 17780000 . 00

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禹城支行 山东新易丰毛绒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新易丰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山东福宝铸造有限公司、

山东军利工程施工有限公司、刘东光、陈毓
人民币 15690000

3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德州市德惠淡水鱼养殖有限公司
陵县恒泰金属构件有限公司、高金海（心脏病去世）、

王秀珍、高静、赵光华、高英、王有林
人民币 1986999 . 99

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原支行 山东凯洁家具有限公司 山东凯洁家具有限公司、张洁 人民币 5997331 . 13

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陵城支行 绿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绿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同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中豪肥业有限公司、刘洪亮、刘春梅
人民币 267233311 . 5

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郯城支行 山东丰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安旭尔科技电器有限公司、山东丰收电器有限公司、王茗立、孙静静、孙浩文 人民币 11492971 . 05

山东安旭尔科技电器有限公司、山东丰收电器有限公司、王茗立、孙静静 美元 779930 . 15

3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郯城支行 山东省南泰服饰织造有限公司 临沂市科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颜金柱、蔡秋月 人民币 15679804 . 85

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临沂市傻旺瓜子有限公司 临沂鲁泽工贸有限公司、彭善龙、庄丽花、杨爱元、张恩娟 人民币 2969602 . 24

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蒙阴支行 山东瑞利塑胶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瑞利塑胶集团有限公司、陈用芳、林阿娜 人民币 19734109 . 12

3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临沂市晨阳风机有限公司 临沂市祥象电机有限公司、刘东方、王霞 人民币 4991754 . 54

3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临沂鸿盛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薛凌金、武新秀 人民币 19698985 . 89

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山东双山电子锁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双山电子锁业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市工业品金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凯撒食品有限公司、贵州凯撒食品有限公司
人民币 8679551 . 5

4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 山东众力液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连杆总厂有限公司、山东宝隆生物降解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秦洪明、赵凤玲 人民币 19870903 . 51

4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水支行 山东联丰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大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刘永胜、沂水县航键连杆制造有限公司 人民币 2681472 . 98

4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临沂市大田农牧有限公司 临沂市金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田雨、韩玉玲、田常青、朱孔银 人民币 2673733 . 97

4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山东天一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沂蒙凌机械配件有限公司、山东蒙凌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楼天汝、

邵明霞、山东纳迪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纳迪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临沂昊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人民币 62000000

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东支行 山东蒙凌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蒙凌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31500000 . 00

4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陵支行 山东神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临沂神和食品有限公司（抵押人） 人民币 31,699,943 . 84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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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7月14日
附：公告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涛 联系电话：010-57809383
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北楼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开发区支行 济宁市万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山东伟涛泰和经贸有限公司、宋广生、李奎、宋广连、陆继臣 人民币 4,999,823 . 02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开发区支行 山东联重物资有限公司

山东联重物资有限公司、济宁市吉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联重机械有限公司、

济宁金盾液压有限公司、孟学军、赵晓霞、颜志国、任晓霞、赵共、张瑛、

赵吉庆、阴霞、刘涛、贺照青

人民币 9,809,709 . 96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开发区支行 山东省缗康商贸有限公司 金乡县海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肖建设、李杰、肖昌红、李玉芝 人民币 9,999,800 . 00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梁山支行 山东梁山蓝天集团纺织有限公司 山东梁山蓝天集团纺织有限公司、侯庆堂、刘明良、马心军、李静 人民币 99,988,013 . 64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水支行 山东华升源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华升源食品有限公司、李燕、高磊 人民币 1,800,000 . 0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 济宁马特尔建设有限公司 山东伟屹物流有限公司、山东鲁抗三叶开发有限公司、赵长伟 人民币 12,999,967 . 39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 济宁市巾帼农机销售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连环钢筋加工装备有限公司、济宁鲁淀生物产业有限公司、曹霞、曹旭 人民币 25,939,998 . 01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 嘉祥华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市安海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山东正昌源工贸有限公司、

济宁宁电机械有限公司、苏现丰、翟小菊
人民币 29,924,386 . 98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 山东连环钢筋加工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连环钢筋加工装备有限公司、济宁鲁淀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人民币 49,751,345 . 83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任城支行 山东润丰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久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苏雷、高建洁 人民币 14,329,359 . 08

1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微山县锦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微山县金坤建材有限公司、微山县建平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山东盛鑫煤炭贸易有

限公司、班昌波、张宏娟、班昌廷、任守燕、李庆兵、鲁改玲、王志生、陈美侠
人民币 10,599,999 . 99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山东宏海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哲铭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誉邦贸易有限公司、山东中利达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聚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微山县海利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运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宋申海、卜昭侠、张峰、郝敬富、张明胜、张明莉、李振民、宋方广

人民币 3,092,624 . 99

1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山东佳得宝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微山县辰龙贸易有限公司、济宁市利丰煤炭洗选有限公司、山东世杰贸易有限公

司、王世杰、王坤、姚娟、崔国龙、高茹、崔家宽、王银秀、王建
人民币 10,000,000 . 00

1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山东聚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宏海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哲铭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誉邦贸易有限公司、山东

中利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微山县海利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运盛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宋方广、宋申海、张峰、郝敬富、张明胜、张明莉、李振民

人民币 3,088,718 . 48

1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山东盛鑫煤炭贸易有限公司
微山县丰顺物资有限公司、微山县建平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微山县锦江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王志生、陈美侠、朱耿柱、任守燕
人民币 4,160,000 . 00

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山东誉邦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宏海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哲铭贸易有限公司、山东中利达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聚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微山县海利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运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郝敬富、张军爱、宋申海、张峰、张明胜、张明莉、李振民、宋方广

人民币 3,207,720 . 15

1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山东哲铭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宏海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誉邦贸易有限公司、山东中利达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聚亿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微山县海利贸易有限公司、山东运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张峰、宋远萍、宋申海、郝敬富、张明胜、张明莉、李振民、宋方广

人民币 3,092,625 . 00

1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微山支行 微山县建平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微山县锦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山东盛鑫煤炭贸易有限公司、山东峻源港务有限

公司、微山县金坤建材有限公司、班昌廷、任守燕、张宏娟、班昌波
人民币 6,500,000 . 00

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经十一路支行 山东兆盛工贸有限公司 济南广偌恒通商贸有限公司、蒋志远、孟卉、吕彬、孟琳 人民币 9,971,167 . 76

2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槐荫支行 济南仙峰泰山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双隆电站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朱传杰、赵方霞 人民币 7,000,000 . 00

2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槐荫支行 济南金门科贸有限公司 济南卓格贸易有限公司、孙孝霞、翟延亮、董汶、翟茂春 人民币 4,998,340 . 19

2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天桥支行 济南鑫鼎堂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大象贸易有限公司、赵向波、杨鑫 人民币 1,952,811 . 82

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 济南嘉和兴实业有限公司 项兆西、项辉、金凤兰、张文美 人民币 3,735,568 . 59

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南辛支行 济南亨通冶金炉料加工厂 山东檑廷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共享物资集团有限公司、王永明、高霞、王锐、薛梅 人民币 9,899,724 . 18

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 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三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三联城市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人民币 352,719,401 . 50

山东三联汇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美元 1,008,285 . 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2日，2016年6月2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
行金，2016年6月2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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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2日，2016年6月2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
行金，2016年6月2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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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6年4月30日，2016年4月30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
履行金，2016年4月30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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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6年6月2日，2016年6月2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
行金，2016年6月2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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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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