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融国银（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国银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拥有以下《债
权清单》所列的企业债权，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行受上述公司委托拟对《债权清单》所列债权进行公
开转让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

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如
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
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公开竞价：有意竞价者请与联系人进行联系了解竞
价等相关情况。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420946
� � � � 受理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何先生
（电话）0731-84402079
� � � �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619 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2018 年 2 月 14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受托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本金及利息计算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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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债务人名称 注册地 本金 利息
担保方式

保证情况(监管方) 抵（质）押情况

1 永州万喜登酒店
有限公司 永州市冷水滩区 10,651.68 462.48 永州万喜登旅游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黄青柳、胡永梅
永州万喜登旅游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名下房屋和土地

2 永州市惠康科技
有限公司 永州市东安县 999.99 526.56

贺太元 、吴爱霞 、黄玲华 、唐垠
、李君、林昆荣 、张显元、陶继平、
唐艳、赵凤鸾、王金峦、唐小艳 、
蒋凤桂 、黄彩华 、唐淑兰 、张铁
军、蒋益明、文行元、许玉梅、唐建
明、王心柏、贺建元、蒋钱平

永州市惠康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工
业用土地使用权、房产

3 永州市珠山矿业
开发有限公司 永州市零陵区 978.96 289.37

周武镇、许妙虹、杜柳清、监管人：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碳酸锰

4 永州万事达锰业
有限公司 永州市零陵区 2,419.40 382.86

谢平安、蒋晓英、杨福林、谢林萍、
杨雄文、文淑贞、监管人：湖南省
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

锰矿石

5 永州市湘闽锰业
有限责任公司 永州市零陵区 1,947.69 327.47

祝黎明、刘国华、欧名孝、黄国官、
陈宝珍、眭建元、杨淑娥、监管人：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分公司

国产锰矿石、进口锰矿石、铅锌矿

6
湖南省株洲公路
桥梁建设有限公
司

株洲市芦淞区 5,398.83 8,063.29
湖南凯旋长潭西线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株洲市九洲四维实业有限
公司、刘进伟、刘齐英

应收账款

7 湖南巴陵天下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 6,927.65 3,887.91

湖南巴陵天下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株洲中南金属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陈自怀、谢芳、陈铁军、任美
娥。 监管人为湖南省邮政速递物
流有限公司

不锈钢板

8 株洲中南金属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株洲市石峰区 6,709.45 2,171.84 株洲中南金属材料有限责任公

司、唐太平、丁月湘 不锈钢板

9 湖南天恩棉业有
限公司 益阳市大通湖区 3,000.00 796.89 潘胜恩、潘小娥保证担保 湖南天恩棉业有限公司名下国有

工业用地一宗，房产 15 栋

10
湖南省科农林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益阳沅江市 3,199.43 986.80 章劲华、章天威
湖南省科农林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土地一宗、房产一栋、森林
资源

11 湖南明星麻业股
份有限公司 益阳沅江市 570.00 189.56 监管人： 湖南星沙物流投资有限

公司 棉麻

12 口口香米业股份
有限公司 益阳市大通湖区 4,980.33 593.02 樊富强、赵志纯 应收账款质押

13 湖南龙周塑胶制
品有限公司 益阳东部新区 790.00 261.70 张建平、 东莞龙周五金塑胶模具

有限公司
湖南龙周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名下
工业土地一宗

14 益阳市华荣包装
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 2,179.18 525.44 刘胜和配偶谭博、刘媛、刘云华和

配偶蔡亚青提供保证担保
益阳市华荣包装有限公司名下工
业用地一宗、工业厂房三栋

15 沅江市湘北正森
木业有限公司 益阳沅江市 1,045.00 265.20 臧正军、王春香 沅江市湘北正森木业有限公司名

下工业用地一宗，厂房 6 栋

16 湖南森艺家具有
限公司 益阳市南县 2,350.00 478.48 练军、贺艳辉 湖南森艺家具有限公司名下土地

使用权一宗；工业老厂房 4 栋

17 湖南金信达汽车配
件制造有限公司 益阳市南县 2,973.95 445.42 湖南力博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易

文波、高丽君
湖南金信达汽车配件制造有限公
司名下工业用地一宗, 厂房 2 栋

18 湘潭恒馨贸易有
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 1,379.64 480.04 周靖凯、赵福建、汤建忠、周信杉

第三方企业湘潭三荣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三宗国有出
让土地使用权

19 湘潭恒久脚轮有
限公司 湘潭市九华工业园 721.95 41.13 申美子、旷绐敏、王迪军、唐春莲 湘潭恒久脚轮有限公司名下房产

及一宗土地使用权

20 湖南鹏扬生态农
业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潭县 2,096.47 373.67 罗义光、曾金桃、曾聪育、冯红莹 湖南鹏扬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名下

国有出让土地及房地产

21 湘潭润田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潭县 596.99 97.33 卢宇 、谭枝 、曾庆权 、冯曙 、冯红

专、冯清
第三方湖南鹏扬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

22 湖南超凡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2,136.83 370.31 卢超凡、何香兰

抵押物为湖南凯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综合用地三宗、湖南超
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房产三
套，质押物为卢超凡、何香兰股权
质押

23 娄底市鸿星洗煤
有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3,500.00 250.27

湖南鸿星集团有限公司、 娄底市
鸿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
省鸿星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付鸿飞、梁慧娟、付鸿志、邓敏

抵押物为邓敏名下别墅 1 栋，门面
14 个，娄底市鸿星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商业门面 4 个， 公寓 49
个

24 冷水江市盛泰贸
易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锑都南路 1,110.90 63.94

冷水江佳泰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陈新斌、罗霞、彭代辉、毛丽
仁、郭平清、刘俊祥、胡国林、彭欣露

抵押物为冷水江佳泰家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商业门面肆
个

25 冷水江市永业煤
炭购销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新城路 1,223.05 81.29

谢勇、谢涛、谢咏梅、谢强军、冷水
江市润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监
管人： 湖南全洲医药消费品供应
链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谢勇名下居住用房、谢涛
名下商业用房、谢咏梅名下居住住
房。 质押为谢勇、谢涛、谢强军为我
行融资提供的关联企业冷水江市
润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质押。
冷水江市永业煤炭购销有限公司
自有库存煤炭质押

26 冷水江市盛达物
资有限责任公司 冷水江市锑都中路 7,501.00 455.15

冷水江市大为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陈红文、陈永忠、段勇、陈谦、
陈虹、彭国群

抵押物为湖南博长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商业用房、 冷水江市盛达
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名下土地使用权

27 娄底市锦誉商贸
有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1,187.72 137.19 刘新开、谭邓华、刘平 抵押物为刘新开名下办公用房、赵

新伏及共有人付仲冬名下房产

28 湖南金盛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娄底涟源市 1,286.12 133.73

娄底市应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湖南龙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梁长清、刘群华、曾碧涛、曾雄
志、梁永福、彭建良

抵押物为娄底市应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名下土地一宗

29
涟源市湘源福利
煤焦实业有限公
司

娄底涟源市 789.01 80.72

湖南宏腾煤焦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常德华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刘扬、颜莉、刘柳文、刘卫华、刘忠
文 、刘爱桂 、刘洪文 、廖丽玲 、刘
玲、毛小雄、刘顺桥、吴双喜

抵押物为涟源市湘源福利煤焦实业
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工业
用房地产抵押；质押为刘柳文、刘忠
文、刘洪文、刘扬、刘玲、刘顺桥、吴
双喜在涟源市湘源福利煤焦实业有
限公司的股权质押

30 娄底市大程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经济开发区 2,249.78 460.34

长沙凯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华坤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仇
政应 、杨利平 、刘勋 、黄金定 、刘
毅、魏服汝

抵押物为长沙凯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名下综合房产

31 湖南向红冶金材
料有限公司 娄底新化县 1,976.42 383.52 成曙初、廖伟

抵押物为湖南向红冶金材料有限
公司名下工业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成曙初、廖伟名下综合楼及廖伟名
下一套住房

32 娄底市海谊燃料
有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299.39 89.78 曹威、朱彩凤、曹光荣、黄全纯、曹

咸、文彬

抵押物为曹咸名下住房，曹威名下
住房及办公用房， 黄全纯名下住
房，曹光荣名下住房

33 涟源市大地煤业
有限公司 娄底涟源市 1,981.53 365.63 谢瑾、彭莲、李国兵、邹艳红、冯波 抵押物为涟源市大地煤业有限公

司名下工业房地产

34 娄底市万通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 娄底娄星区 2,400.00 508.31 曾建升、罗祝平 抵押物为曾建升所有商用房及复

式住宅

35 湖南京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6,350.07 1,642.63 聂均平、李雄辉、蒋红梅、曾光前、

刘正清、颜良、万艳

抵押物为湖南京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在建的 “千里红家博苑”项
目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

36
湖南兴涟水利水
电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娄底涟源市 1,889.50 365.26 龙应交、黄鹰、涟源市兴涟贸易有
限公司

抵押物为涟源市兴涟贸易有限公
司名下商用房地产

37 娄底瑞鑫商贸有
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678.99 122.66

黄振文、谢珊燕、谢磊、聂丹媛、康
志勇、赵方圆、崔忠辉、康敏、吴雄
梅、刘劲松

抵押物为刘劲松名下商铺， 康志
勇、崔忠辉、康敏名下商铺

38 娄底市天源卫星通
信设备有限公司 娄底经济开发区 872.23 206.71 余大鹏、宁月华、高明河、张淑珍、

杨自清、毛淑兰
抵押物为娄底市天源卫星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名下自有的工业房地产

39 湖南树通贸易有
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962.47 330.86 周志光、曾翠连、杨树良、梁晚香、

湖南政和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抵押物为娄底市景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名下一块综合国有土地
使用权

40 娄底市东桦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5,949.32 1,473.81 颜伟平、颜小明、聂国清、向爱桃

抵押物为娄底市东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在建的 “娄底壹号公馆”
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41 娄底市长清贸易
有限公司 娄底市经济开发区 800.00 92.85

谢长清、龙美云、曾清华、刘凯林、
欧阳艳、 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刘凯林
名下商业房地产

47 衡阳市晶峰金刚
石工贸有限公司 衡阳珠晖区 1,747.80 513.56 范千用、欧阳琼玉、廖永安、曾爱

菊、凌均威、李肃懿
衡阳市晶科威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土地

48 祁东县企丰矿业
有限公司 衡阳祁东县 2,439.88 328.03赵哲骁、赵小健、王苹，监管人：湖南

全洲医药消费品供应链有限公司 自有铁矿石、铁精粉

49 湖南金拓天油茶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耒阳市 1,677.08 562.92 周海云、马红艳

50 衡阳泽丰园工贸
发展有限公司 衡阳衡南县 2,679.95 692.44 何寿生，何平 预期销货款

51 耒阳万亿百货有
限公司 衡阳耒阳市 6,691.20 1,298.61 耒阳万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徐美、李万元、张喜桂、梁瑞冲
耒阳万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万
亿百货”商业广场部分房产及土地

52 湖南三和食品有
限公司 衡阳衡阳县 948.50 126.55 刘姣梅、蒋新华、蒋丹 湖南三和食品有限公司自有工业

用途厂房和土地

53 衡阳领欣铜业有
限公司 衡阳衡东县 3,787.41 791.54 湖南荣桓科技有限公司、阳冬林、

刘知云

衡阳领欣铜业有限公司自有商用门
面及土地和湖南恒建房地产综合开
发有限公司商业门面及土地、 衡阳
领欣铜业有限公司退税应收款(衡东
县国家税务局)， 阳运彬在常宁市领
欣建材资源有限公司股权

54 湖南荣桓科技有
限公司 衡阳衡东县 1,698.00 208.70 王新平、罗运莲、监管人：湖南省

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监管 唐政国、杨亚娟房产，存货钨精矿

55 湖南创大钒钨有
限公司 衡阳衡东县 4,485.14 605.11 阳云徕、肖细珍

湖南创大钒钨有限公司自有厂房、
土地、应收账款、益阳市赫山区青山
坳石煤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

56
湖南金虎再生资
源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

衡阳衡东县 6,650.00 912.37
湖南龙霖贸易有限公司,赵自清、
李娜，赵自秋、毛晚桃，冯昌南、龙
洪斌

衡阳市东大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商
业、住宅土地和工业厂房；衡阳市
金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门面、退
税应收款质押(衡东县国家税务局)

57 怀化市华桥物资
有限公司 怀化市鹤城区 3,165.00 374.00 向之华、李红、向延商 怀化市华桥物资有限公司商住用

地

58 湖南超越贸易有
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 1,677.91 775.16 蒋辉超 、何细战 、张磊华 ,监管

人：湖南力邦物流有限公司

59 湖南永通钢铁贸
易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心区 3,688.33 1,809.64 许小红、宋光宇,监管人：湖南力

邦物流有限公司

60 长沙联琦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 1,585.49 912.53 宋光宇、詹万政、李兴国,监管人：

湖南力邦物流有限公司

61 湖南明辰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芙蓉区 1,057.74 885.86 湖南明辰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自有

房地产抵押

62 湖南湘波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 11,410.00 1,952.58 吴松、赵敏、李朝晖、童玉梅、湖南

新猎鹰科教有限公司
湖南湘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
建工程抵押

63 湖南新猎鹰科教
有限公司 长沙市岳麓区 16,231.00 1,885.75 张剑波、张江波、陈正仙

湖南力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土
地抵押、湖南猎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房产抵押

64 郴州金箭焊料有
限公司 郴州市开发区 2488.39 944.20 邓和升、邓和君、黄闰年；监管人：

广州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金箭焊料有限公司自有锡锭
质押

65 郴州市兴鸿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 郴州市北湖区 1525.46 864.08 浙江聚源实业有限公司、吴延森、

程殷辉、程水华、郑飞

吴延森以其持有的郴州市兴鸿金
属材料有限公司 30%的股权作质
押；程殷辉以其持有的郴州市兴鸿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的股权作
质押

66 湖南马仰有色金
属有限公司 郴州永兴县 5361.64 1218.07

李志文、闵娟、许斌、李玉英、李智
勇、曹明瑛；监管人：中铁现代物
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湖南马仰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自有
贵铅质押

67 湖南瑞柏茶油有
限公司 邵阳市邵阳县 1,893.63 481.26 王勇、刘军呈、邹乐媚 王勇、王国安及李红名下非住宅类

房地产

68 邵阳市海联电器
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2,298.16 525.40 邵阳市海联电器有限公司、范斌、

颜正华
邵阳市海联电器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商用房产

69 湖南省阳飞乐器
有限公司 邵阳市邵阳县 1,300.00 354.83

禹阳飞、刘书明、邓新姣、刘昆磊、
汤玉玲、刘昆鹏、尹友莲、禹步步、
曾淑媚

禹阳飞、刘书明、邓新姣、刘昆磊、
汤玉玲、刘昆鹏 6 人个人名下房地
产

70 湖南大钧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 3,500.00 932.65 湖南平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许新林、隆四珍
湖南平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土地

71 湖南省利是美箱
包有限公司 邵阳市邵阳县 600.00 168.51 刘想平、李家华 刘想平名下土地

72 湖南省鑫雨箱包
有限公司 邵阳市邵阳县 700.00 161.81 黄晓明、姚艳飞 黄晓明名下房产，国有土地使用权

73 湖南纯木纺科技
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8,083.73 1,454.46

湖南纯木纺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
合力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汪金路、
陈莉燕

湖南纯木纺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工
业土地使用权、湖南合力化纤有限
责任公司全部应收账款质押

74 邵阳市电器设备
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1,496.00 167.05 新邵中天镁业有限公司、赵志刚、

柯建中
新邵中天镁业有限公司名下土地
使用权

75 邵阳市华力棉纺
织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区 3,698.10 683.33 湖南省万事达工贸集团有限公

司、张立强、封金山

76
邵阳宝庆会馆御
润崀山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邵阳市大祥区 1,329.00 219.18 石君辉、石辉君 石君辉名下商用房

77 新邵县中兴煤炭
有限公司 邵阳市新邵县 1,050.00 198.88

邵县宏祺家俱有限公司、 邵阳市
红日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石
海泉、刘开兴

邵县宏祺家俱有限公司、邵阳市红
日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房
地产

78 武冈市裕轮燃气
有限公司 邵阳武冈市 0.00 484.00

武冈市裕轮燃气有限公司、 重庆
中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夏浩
籍、费婉婷

武冈市裕轮燃气有限公司项目经
营收费权及城市管网气化站机器
设备权利质押

79 邵阳市三眼井家
私城 邵阳市双清区 1,694.00 192.64 邵阳市泰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钟金莲
邵阳市泰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商业类土地

80 邵阳市泰诚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1,450.00 165.24 邵阳市三眼井家俬城，金钟 邵阳市三眼井家俬城名下土地

81 邵阳市君佳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区 2,497.87 574.37 邵阳市君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王文君、李芙蓉、王占刚、叶爱云
邵阳市君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名下房地产

82 邵阳市金德诚商
务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900.00 163.40 石君辉、肖香琴、石辉君 石君辉名下商业房地产

83 邵阳市东昇实业
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1,900.00 216.52 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曹雄、康彩鸾
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房地产

84
新邵县汇丰水泥
制品有限责任公
司

邵阳新邵县 428.91 88.29 黄任如、张一粮、谢超仁、邓桂华、
曾龙四、唐春元、黄早成、邓翠连

黄任如、张一粮、谢超仁、邓桂华、
曾龙四、唐春元、黄早成、邓翠连名
下房地产

85 邵东县可可商务
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邵东县 587.00 75.15 李国平、曾芬芳、谢剑、孙双俊、黄

海军、黄靖、贺友华、贺银华
谢剑、孙双俊、黄海军、黄靖、贺友
华、贺银华名下房地产

86 湖南桂秋电器有
限公司 邵阳邵东县 900.00 121.75 赵桂秋、赵碧、赵多秋、刘超 赵碧名下房地产

87 武冈大酒店有限
公司 邵阳武冈市 1798.00 293.00 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黎顺长、刘

清娥 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

88 邵阳市金明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市北塔区 759.81 275.28 邵阳市金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孙志明、刘巧凤
邵阳市金明建材科技有限公司名
下工业厂房

89 邵阳恒远资江水
电设备有限公司 邵阳市双清区 1,392.79 159.31 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邵阳市三眼井家私城、钟金莲

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房地产、邵阳市三眼井家私城
名下非住宅房地产

90 洞口雪峰建材城
有限公司 邵阳洞口县 2070.53 388.18 湖南省帝豪嘉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匡庆平、宁瑛
湖南省帝豪嘉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名下商铺

91 湖南吉成窗帘贸
易有限公司 邵阳邵东县 929.98 119.77 李桂连、李楚平 李桂连、李楚平夫妻名下商业房地

产

92 邵东县银利珍珠
棉有限公司 邵阳邵东县 1349.34 170.77 赵碧、冒国华、刘婵英、张五洲、刘

芹芳、谢建华、赵艳云
赵碧、冒国华、刘婵英、张五洲、刘
芹芳名下商业房地产

93 湖南博翰化学科
技有限公司 岳阳临湘市 2,799.90 424.95 李晓东、汪菊红 湖南博翰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名下

的生产厂房及所在土地

46 湖南翔宏机电设
备有限公司 长沙雨花区 589.80 242.12 湖南三同经贸有限公司、李泽平、

刘青松、李方州

担保方式

44 衡阳欣凯实业有
限公司 衡阳市蒸湘区 877.93 2,035.68 衡阳欣凯实业有限公司自有的房

屋、土地及机器设备抵押

45 衡阳成宇物资工
贸有限公司 衡阳市衡南县 1,566.17 892.77 王成军、王帅、王燕、王蓉

43 汉寿县洞庭木业
有限责任公司 常德汉寿县 1,192.00 261.74 曾昭富、刘宁凤、曾国栋、曾国利 汉寿县洞庭木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工业用房和配套办公用房、土地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注册地 本金 利息
保证情况(监管方) 抵（质）押情况

42 湖南泉源贸易有
限公司 娄底娄星区 2,487.81 275.08

彭晓鹏、刘嫦玲、罗永中、欧阳萍、
刘凯林、欧阳艳、湖南娄底市凯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湖南娄底市凯泉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