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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白沙矿务局红卫煤矿（湖
南省白沙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红卫煤
业分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白沙矿务局
本 金： 1,15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白沙矿务局特种水
泥厂
担保人： 湖南省白沙矿务局
本 金： 5,00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白沙煤电集团白山
坪煤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白沙矿务局
本 金： 2,850,000.00�
借款人： 衡南县轴承厂
担保人： 衡南县电机厂
本 金： 2,598,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制镜厂
本 金： 1,160,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石棉制品厂
本 金： 170,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童车厂
本 金： 2,092,000.00�
借款人： 祁东县电化厂
担保人： 湖南省祁东县印刷厂
本 金： 1,190,000.00�
借款人： 祁东县焦化厂
担保人： 祁东县制革厂、 祁东县汽
车修配厂
本 金： 3,770,000.00�
借款人： 祁东县化肥厂
担保人： 祁东县制革厂、 湖南省铜
套厂
本 金： 3,697,900.00�
借款人： 衡阳市商业物资供销公司
担保人： 衡阳市百货大楼
本 金： 31,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商业物资供销公司
工业品经理部
担保人： 衡阳市信托贸易公司、衡
阳市百货大楼
本 金： 1,508,400.00�
借款人： 耒阳市大理石厂
担保人： 耒阳市机械厂
本 金： 700,000.00�
借款人： 耒阳市食品加工厂
本 金： 38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常宁市氮肥厂
担保人： 湖南省常宁县龙王山金
矿、湖南省常宁县羽绒制品厂
本 金： 11,660,000.00�
借款人： 衡阳县药用玻璃厂
本 金： 183,450.00�
借款人： 衡东县草席厂
担保人： 衡东县石湾制鞋厂、 湖南
省衡东县铅锌矿、衡东县先锋瓷厂、衡东
县财政局
本 金： 6,354,100.00�
借款人： 衡东县第三化工厂
担保人： 湖南省衡东县机油泵厂、
湖南省衡东县皮件厂
本 金： 1,717,000.00�
借款人： 衡东县锻造厂
担保人： 衡东县轻工业局
本 金： 1,842,000.00�
借款人： 衡东县石湾制鞋厂
担保人： 衡东县先锋瓷厂
本 金： 2,810,000.00�
借款人： 衡阳县工业供销管理服务
站
担保人： 衡东县经济委员会
本 金： 86,000.00�
借款人： 衡东县航运公司
本 金： 1,116,000.00�
借款人： 衡山县东湖造纸厂
本 金： 179,800.00�
借款人： 衡阳市衡阳商场
担保人： 衡阳市百货大楼
本 金： 3,970,000.00�
借款人： 衡南县轻工物资公司
担保人： 衡南县轻工业局
本 金： 100,000.00�
借款人： 衡南县电机厂
债权合计： 500,000.00�
借款人： 衡阳手表厂
债权合计： 427,485.22�
借款人： 衡阳市湘南建筑材料厂
债权合计： 374,458.53�
借款人： 衡阳纺织印染厂
债权合计： 713,272.00�
借款人： 衡阳岳峰瓷厂
债权合计： 997,543.45�
借款人： 衡阳灯泡厂
债权合计： 556,954.00�
借款人： 衡南县电机厂
债权合计： 503,038.45�
借款人： 衡南县包装厂
借款人： 衡阳橡胶厂
债权合计： 76,574.00�
借款人： 纺织品公司
债权合计： 3,451,625.00�
借款人： 动力配件厂（衡阳天翔机
电实业总公司）
债权合计： 159,040.00�
借款人： 衡东县草席二厂
债权合计： 27,055.62�
借款人： 衡山县氮肥厂
债权合计： 37,727.60�
借款人： 衡山县特种纸厂
债权合计： 113,336.32�
借款人： 衡山县瓷泥矿
债权合计： 12,300.00�
借款人： 衡阳县物资产业总公司
债权合计： 143,137.00�
借款人： 衡阳县湘岳瓷厂
债权合计： 440,628.84�
借款人： 衡阳县通用机械厂
债权合计： 134,716.00�
借款人： 衡阳起重运输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 86,000.00�
借款人： 常宁县塑料厂
债权合计： 11,231.50�
借款人： 衡阳市纺织品公司
债权合计： 11,450,000.00�
借款人： 衡阳县物资产业总公司
债权合计： 420,000.00�
借款人： 祁东制革厂
债权合计： 200,000.00�
借款人： 衡阳县蒸湘建筑工程公司
债权合计： 74,960.00�
借款人： 衡阳县物资局
债权合计： 396,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江东陶陶居酒家
债权合计： 99,000.00�
借款人： 耒阳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债权合计： 448,000.00�

湘 潭 市

借款人： 湘乡市利达石英砂厂
债权合计： 813,819.00�
借款人： 湘潭市牛头化工厂
债权合计： 3,020,800.00�
借款人： 湘潭市金侨房地产公司
债权合计： 1,208,566.53�
借款人： 湘潭市联运公司
债权合计： 88,100.00�
借款人： 湘乡市氮肥厂
债权合计： 188,128.00�
借款人： 湘乡轻化厂
债权合计： 3,879.00�
借款人： 湘乡市氮肥厂
债权合计： 1,515,513.00�
借款人： 湘乡轻化厂
债权合计： 37,208.00�
借款人： 湘潭市有机化工厂
债权合计： 3,100,150.00�
借款人： 湘潭压缩工业公司
担保人： 湘潭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
司物资公司经销处
债权合计： 2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无线电二厂
债权合计： 8,571,413.00�
借款人： 湘潭市染料化工厂
债权合计： 1,440,000.00�

借款人： 湘潭商业大厦
债权合计： 2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金盛实业公司
债权合计： 274,273.69�
借款人： 工行房产信贷部
担保人： 湘乡市水产工作站
本 金： 39,460.00�
借款人： 湘潭市造船厂
担保人： 湖南省湘潭市水运总公司
本 金： 2,000,115.75�
借款人： 湘潭市家俱装饰公司（湘
潭市装饰艺术公司）
本 金： 245,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动力配件厂
担保人： 湘潭市机械冶金局
本 金： 469,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电力电器厂
担保人： 湘潭市矿山电器厂
本 金： 4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日用化工厂
担保人： 湘潭市电力电器厂
本 金： 12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莲丰物资供应站
担保人： 湘潭市物资局、湘潭市物资
行业管理办公室、湘潭市物资供销公司
本 金： 255,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化学医药工业 (集
团)供销公司
担保人： 湘潭市经济技术发展中心
本 金： 3,2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县矿产公司
本 金： 3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华中商贸公司
担保人： 湘潭纺织印染厂宏达经销
部
本 金： 3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经纬经贸发展公司
本 金： 1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金属制品厂
担保人： 湘潭市塑料五厂
本 金： 145,000.00�
借款人： 新多福食品厂
本 金： 110,000.00�
借款人： 湘潭商业经济贸易总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湘潭市五金交电化
工公司、湖南省湘潭市五金交电化工采购
供应站、湘潭市天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 金： 9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工业皮件厂
担保人： 湘潭市皮件一厂、 湘潭市
皮革化工厂
本 金： 962,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纺织电器厂
本 金： 283,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内燃机配件厂
担保人： 湘潭市第二轻工业局
本 金： 4,051,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儿童食品总厂
本 金： 54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皮件一厂
担保人： 湘潭市华美火机有限公
司、湘潭电缆厂、湘潭市塑料工业公司
本 金： 2,425,700.00�
借款人： 湘潭市油脂化工厂
本 金： 548,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湘潭轮船运输公司
担保人： 湘潭市交通局、 湘潭市联
运公司、湖南省湘潭市水运总公司
本 金： 2,435,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布鞋厂
担保人： 湘潭市塑料五厂、 湘潭市
塑料工业公司、湘潭市印刷厂、湘潭市皮
件厂
本 金： 1,383,500.00�
借款人： 湖南华美火机有限公司
担保人： 湘潭市皮件一厂
本 金： 4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皮鞋二厂
担保人： 湖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湘潭
市分公司
本 金： 21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玻璃工艺品厂
担保人： 湘潭市第二轻工业局、湘
潭市轻工供销公司
本 金： 180,000.00�
借款人： 湘潭广厦房地产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本 金： 3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县酒厂
担保人： 湘潭县纸厂
本 金： 760,000.00�
借款人： 湘潭特种水产养殖有限公
司
本 金： 6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县皮件厂
担保人： 湘潭县轻工机械厂
本 金： 405,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无线电五厂（湘潭
市电力整流设备厂）
担保人： 湘潭市钢粒厂
本 金： 1,1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市木工二厂
本 金： 124,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麓源金属结构厂
本 金： 58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新型节能材料厂
担保人： 湘潭市有机化工厂、 湖南
农药厂
本 金： 29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广源房地产开发公
司
本 金： 302,7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富好建筑公司
担保人： 湘潭市妇女儿童服务中心
本 金： 3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华侨经贸公司
担保人： 湘潭市三胞房地产综合开
发公司
本 金： 58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塑编高强工业制线
厂
担保人： 湘潭市塑料一厂、 湘潭市
塑料三厂
本 金： 380,000.00�
借款人： 深圳康鹏贸易公司湘潭部
担保人： 湘潭市化工厂
本 金： 191,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鑫腾实业发展总公
司
担保人： 湖南省轻工机械厂
本 金： 30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湘乡市建筑材料二
厂
本 金： 349,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湘乡市于唐镇建筑
工程公司
本 金： 420,000.00�
借款人： 湘乡造纸厂
本 金： 400,000.00�
借款人： 湘乡市汽车大修厂
本 金： 214,000.00�
借款人： 湘乡市织布厂
本 金： 1,471,772.78�
借款人： 湖南省湘乡市电器厂
担保人： 湖南省湘乡无线电厂
本 金： 500,000.00�
借款人： 湘乡市服装厂
担保人： 湘乡市轻工业局
本 金： 297,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韶山针织厂
担保人： 湘潭市纺织工业公司、湘
潭市毛纺织厂
本 金： 10,550,000.00�
借款人： 韶山综合服务部
担保人： 韶山百货商场
本 金： 150,000.00�
借款人： 湘潭市进出口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湘潭市对外经济贸
易化工医药保健品公司
本 金： 647,298.50�
借款人： 湘潭市重信国际贸易公司
担保人： 湖南电线电缆（集团）公司
湘潭仪器仪表厂
本 金： 2,960,000.00�
借款人： 惠州工联发展总公司
担保人： 广东省惠州市技术服务总
公司
本 金： 1,100,000.00�

借款人： 湘潭兴华房地产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本 金： 268,644.40�
借款人： 湘潭市压缩机配件厂
担保人： 湘潭压缩机厂
本 金： 950,000.00�
借款人： 湖南合成制药厂
担保人： 湘潭市有机化工厂、 湘潭
市染料化工总厂
本 金： 47,570,000.00�
借款人： 湘潭县造纸厂
担保人： 湘潭县瓷厂
本 金： 7,146,300.00�
借款人： 湘潭市经纬技术开发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湘潭纺织印染厂
本 金： 300,000.00�

永 州 市

借款人： 道县市场建设开发总公司
债权合计： 13,499.00�
借款人： 道县房地产开发公司
债权合计： 154,389.00�
借款人： 江永县物资局
债权合计： 1,133,162.40�
借款人： 江永县燃料公司
债权合计： 1,091,889.92�
借款人： 江华印刷厂
债权合计： 201,800.00�
借款人： 蓝山县轻工业供销公司
债权合计： 472,440.00�
借款人： 永州市药材公司
债权合计： 2,118,900.00�
借款人： 冷水滩建筑实业公司
债权合计： 86,963.00�
借款人： 冷水滩纺织站
债权合计： 275,000.00�
借款人： 双牌二轻公司抵债资产处
置损失
债权合计： 19,274.00�
借款人： 永州市房地产开发公司
债权合计： 817,000.00�
借款人： 芝山塑料二厂
债权合计： 81,4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永州市汽车修配厂
担保人： 湖南省永州客车厂
本 金： 160,000.00�
借款人： 市冶炼厂
本 金： 758,500.00�
借款人： 市金属制品厂
担保人： 湖南省零陵塑料厂、 永州
市织布厂、永州市制钉厂
本 金： 883,000.00�
借款人： 市制钉厂
担保人： 永州市织布厂
本 金： 740,000.00�
借款人： 市二皮鞋厂
本 金： 348,000.00�
借款人： 市羊毛衫厂
本 金： 926,000.00�
借款人： 永州市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本 金： 11,469,740.00�
借款人： 湖南省永州客车厂
担保人： 湖南省永州市汽车修配厂
本 金： 1,500,000.00�
借款人： 永州市制鞋厂
担保人： 永州市印刷厂、 湖南省永
州市五一机械厂、湖南省零陵塑料厂、永
州市轻纺工业局
本 金： 7,52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担保人： 双牌县机械厂
本 金： 269,492.07�
借款人： 湖南双牌人造板厂
担保人： 双牌县财政局
本 金： 20,39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南岭涂布纸厂
本 金： 4,36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木器厂
本 金： 435,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双牌县汽车修配厂
本 金： 115,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双牌县矿产品公司
本 金： 15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煤炭公司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糖酒副食品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零陵塑料厂、 永州
市织布厂、永州市制钉厂
本 金： 46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外贸公司
担保人： 双牌县木器厂
本 金： 121,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蔬菜公司
本 金： 11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百货公司
本 金： 2,50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五交化公司
本 金： 1,60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零陵地区湘南财贸
经济开发总公司
本 金： 300,000.00�
借款人： 双牌县饮食服务公司
本 金： 654,930.00�
借款人： 双牌肉食水产公司
担保人： 双牌县商业局副食品公
司、双牌县食品加工厂、湖南省双牌县国
营商业总公司、双牌县食品厂
本 金： 740,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蔬菜公司
担保人： 祁阳县五金交电化工公
司、祁阳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祁阳县工业
品贸易中心
本 金： 435,000.00�
借款人： 祁阳商业综合服务公司
担保人： 双牌县五交化公司、 祁阳
糖酒副食品公司
本 金： 1,336,000.00�
借款人： 祁阳糖酒副食品公司
本 金： 1,425,000.00�
借款人： 祁阳兴达丝绸有限公司
本 金： 961,000.00�
借款人： 湘浯皮件责任有限公司
本 金： 1,495,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祁阳县晶玻有限责
任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祁阳水泥厂
本 金： 1,304,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氮肥厂
担保人： 祁阳县财政局
本 金： 6,585,000.00�
借款人： 永州市黎家坪塑料厂
本 金： 5,950,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招待所
本 金： 210,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橡胶厂
担保人： 湖南祁阳电机厂、 祁阳印
刷厂
本 金： 42,034,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燃料公司
担保人： 祁阳县煤炭局
本 金： 480,000.00�
借款人： 道县机械厂
担保人： 湖南省道县经济委员会、
湖南省道县机电安装公司、 湖南省道县
糖厂
本 金： 1,055,000.00�
借款人： 道县百货公司
本 金： 3,042,600.00�
借款人： 道县石材开发总公司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道县五交化公司
本 金： 2,364,000.00�
借款人： 道县纺织品公司
本 金： 3,539,069.00�
借款人： 道县糖酒副食品公司
本 金： 2,651,000.00�
借款人： 道县安达摩托修理汽车配
件门市
本 金： 120,000.00�
借款人： 道县棉麻土产公司
本 金： 1,480,000.00�
借款人： 道县房屋装璜维修公司
本 金： 111,000.00�
借款人： 道县房产经营服务站
本 金： 87,000.00�
借款人： 零陵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
司道县公司

本 金： 180,000.00�
借款人： 永州运输总公司道县修配
厂
本 金： 207,000.00�
借款人： 道县金属材料回收公司
本 金： 450,000.00�
借款人： 道县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本 金： 87,000.00�
借款人： 道县食品公司
本 金： 448,000.00�
借款人： 道县印刷厂
担保人： 湖南省道县药材公司
本 金： 340,000.00�
借款人： 江永县五金公司
本 金： 985,000.00�
借款人： 蓝山县农机修配厂
担保人： 蓝山县煤炭公司
本 金： 102,100.00�
借款人： 蓝山县五金工具厂
本 金： 660,000.00�
借款人： 新田县氮肥厂
本 金： 4,640,000.00�
借款人： 新田县煤炭公司
本 金： 360,000.00�
借款人： 新田县汽车队
本 金： 92,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纺织品公司冷水滩
采购供应站
本 金： 14,189,000.00�
借款人： 湖南零陵金秋贸易股份有
限公司
本 金： 18,42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冷水滩市机械厂
担保人： 永州市财政局、 冷水滩市
制革厂、冷水滩市财政局
本 金： 4,760,000.00�
借款人： 永州市造纸厂
担保人： 永州市塑料二厂、 永州市
五一机械厂
本 金： 973,000.00�
借款人： 江永县糖厂
担保人： 湖南桃川糖厂、 江永县财
政局、江永县经济委员会
本 金： 4,880,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锰冶矿
担保人： 祁阳县玻璃厂、 中南制药
机械一厂
本 金： 3,842,900.00�
借款人： 祁阳县印刷厂
担保人： 祁阳县标准件厂
本 金： 3,590,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草席厂
本 金： 2,078,000.00�
借款人： 祁阳县标准件厂
担保人： 祁阳县印刷厂
本 金： 1,646,100.00�
借款人： 宁远县变压器厂
本 金： 730,000.00�

张 家 界 市

借款人： 桑植县物资总公司
债权合计： 10,113,801.70�
借款人： 湖南物资产业集团湘大实
业总公司
债权合计： 2,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大庸纺织品公司
本 金： 5,659,130.03�
借款人： 张家界市永定区蔬菜公司
本 金： 292,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化肥总厂
担保人： 张家界市汽车配件厂、大
庸冶炼厂、张家界市永定造纸厂
本 金： 7,139,000.00�
借款人： 湖南张家界民族彩色印刷
股份合作公司
本 金： 4,180,000.00�
借款人： 桑植县对外贸易公司
本 金： 3,030,000.00�
借款人： 桑植县汽车修配厂
担保人： 湖南省桑植县汽车运输公
司
本 金： 1,259,510.55�
借款人： 桑植县浮选厂
本 金： 3,154,64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机电设备公司
担保人： 张家界市金属材料总公司
本 金： 1,175,000.00�
借款人： 市物业贸易总公司
担保人： 张家界市物资产业集团总
公司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金属材料公司
担保人： 张家界市物资产业集团总
公司
本 金： 70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民族皮件厂
担保人： 大庸市民族彩色印刷厂、
湖南张家界民族毛巾厂
本 金： 1,839,940.91�
借款人： 大庸市煤炭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张家界市医药总公
司、大庸市煤炭工业管理处
本 金： 2,05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工业供销公司
担保人： 大庸市药材公司
本 金： 60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华侨贸易公司
担保人： 大庸市民族侨务局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轻化建材公司
担保人： 张家界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本 金： 1,077,571.37�
借款人： 张家界市粮油贸易公司
本 金： 4,017,800.60�
借款人： 张家界湘穗粮油食品加工
责任有限公司
本 金： 1,500,000.00�
借款人： 桑植县条纹铝箔纸厂
本 金： 450,373.40�
借款人： 张家界市煤炭液化气公司
担保人： 张家界市煤炭公司
本 金： 456,000.00�
借款人： 大庸市物资经营开发公司
本 金： 430,000.00�
借款人： 湖南物资产业集团湘大实
业总公司
本 金： 600,000.00�
借款人： 湖南南方砂布厂
担保人： 湖南森林大帝酒厂、 慈利
县印刷厂
本 金： 5,29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江垭物资公司
本 金： 69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食品罐头厂
本 金： 4,973,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电化厂
本 金： 1,68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五金电器厂
本 金： 2,638,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腊树垭煤矿
本 金： 700,620.00�
借款人： 慈利县肉类联合加工厂
本 金： 75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蔬菜酱食公司
本 金： 2,512,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华昌花岗石厂
本 金： 39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糖果糕点食品公司
本 金： 3,13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武陵源经贸实业
有限公司
本 金： 420,000.00�
借款人： 武陵源区建材开发公司
本 金： 218,000.00�
借款人： 大庸市武陵源奇观游乐园
本 金： 123,000.00�
借款人： 桑植县药材公司
本 金： 1,968,500.00�
借款人： 桑植县酒厂
担保人： 湖南省桑植县铁合金厂、
湖南省桑植县机械厂
本 金： 4,953,000.00�
借款人： 桑植县印刷厂
担保人： 湖南省桑植县机械厂、桑
植县财政局
本 金： 2,330,060.00�
借款人： 桑植县民族五金厂（桑植

县民族钢厂）
本 金： 105,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化工二厂
本 金： 40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二轻供销公司
担保人： 湖南慈利县机械厂、 慈利
县二轻工业局
本 金： 960,000.00�
借款人： 慈利县水利设备厂
担保人： 慈利县经济委员会
本 金： 14,471,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冶炼厂
担保人： 大庸汽车配件厂、 湖南省
大庸市张家界复合肥总厂、 张家界化肥
总厂、湖南省大庸复合肥厂
本 金： 5,904,300.00�
借款人： 大庸氮肥厂
担保人： 大庸市民族彩色印刷厂、
大庸水泥厂
本 金： 7,421,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经济技术开发局
担保人： 湖南省大庸市五金交电化
工采购供应站、大庸市永定区物资公司
本 金： 285,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酒厂
担保人： 大庸织布厂
本 金： 3,306,9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化工厂
担保人： 张家界市永定区药材公
司、张家界化肥总厂、湖南省大庸市张家
界复合肥总厂、大庸市水泥厂、张家界官
黎坪经济开发总公司、 张家界民族彩色
印刷厂、官黎平办事处企业总公司
本 金： 9,101,500.00�
借款人： 张家界市物资再生利用总
公司
担保人： 大庸市物资总公司、 张家
界市物资产业集团总公司
本 金： 1,970,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磷肥厂
债权合计： 555,088.00�
借款人： 桑植县肉类联合加工厂
担保人： 桑植县木材公司、 湖南省
桑植县百货纺织品公司
本 金： 4,164,000.00�
借款人： 张家界民族毛巾厂
本 金： 3,900,000.00�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借款人： 永顺卷烟厂
债权合计： 1,800,000.00�
借款人： 保靖酉水化工厂
债权合计： 136,800.00�
借款人： 保靖县肥皂厂
债权合计： 5,5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机械厂
债权合计： 20,126.25�
借款人： 永顺县卷烟厂
债权合计： 743,518.00�
借款人： 永顺县航运公司
债权合计： 278,458.00�
借款人： 湘西州洗溪磷矿
债权合计： 164,560.00�
借款人： 泸溪县耐火材料厂
债权合计： 152,242.20�
借款人： 泸溪浦市化工总厂
债权合计： 164,458.00�
借款人： 泸溪县水泥厂
债权合计： 183,435.00�
借款人： 泸溪县氮肥厂
债权合计： 1,657,067.50�
借款人： 永顺县物资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 43,400.00�
借款人： 自治州液化气石油化工总
公司
债权合计： 1,874,3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植物油厂
担保人： 永顺县粮油管理局
债权合计： 128,7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民政福利精细粉丝厂
债权合计： 6,500.00�
借款人： 永顺县圆建装潢公司
担保人： 永顺县城乡建设委员会
债权合计： 20,4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棉麻蚕茧土产公司
担保人： 永顺县民族供销总公司
债权合计： 620,000.00�
借款人： 保靖酉水化工厂
债权合计： 225,000.00�
借款人： 保靖县肥皂厂
债权合计： 6,500.00�
借款人： 泸溪县氮肥厂
债权合计： 50,000.00�
借款人： 泸溪水泥厂
债权合计： 50,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圆建装潢公司
债权合计： 40,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棉麻蚕茧土产公司
担保人： 永顺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债权合计： 850,000.00�
借款人： 自治州液化气石油化工总
公司
债权合计： 4,155,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植物油厂
担保人： 永顺县粮食管理局
债权合计： 423,8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民政福利精细粉丝
厂
担保人： 永顺县城市信用社
债权合计： 7,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物资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 78,500.00�
借款人： 保靖县钢铁厂
债权合计： 241,294.56�
借款人： 保靖县五交化公司
债权合计： 783,000.00�
借款人： 保靖县日用化工总厂
债权合计： 221,681.00�
借款人： 湘西土家人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债权合计： 1,534,357.11�
借款人： 保靖县糖酒副食品公司
债权合计： 1,520,000.00�
借款人： 保靖县外贸总公司
债权合计： 385,852.20�
借款人： 花垣县城南建设发展总公
司
债权合计： 1,379,600.00�
借款人： 湖南东方锰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债权合计： 16,882,933.07�
借款人： 花垣县物资总公司
债权合计： 3,240,266.95�
借款人： 湘运龙山公司
债权合计： 713,729.60�
借款人： 古丈商业集团总公司
债权合计： 2,598,830.43�
借款人： 永顺卷烟厂
债权合计： 3,288,000.00�
借款人： 湘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
债权合计： 15,000.00�
借款人： 吉首欣乐食品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 350,499.40�
借款人： 吉首汽车摩托车贸易总公
司
债权合计： 8,612,019.5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扶贫村
借款
债权合计： 31,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建材燃
化总公司
本 金： 460,000.00�
借款人： 保靖县印刷厂
本 金： 96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保靖县水泥厂
担保人： 保靖县日用化工总厂橡胶
分厂、保靖县钢铁厂
本 金： 5,440,000.00�
借款人： 保靖县陶瓷总厂
担保人： 湖南喜阳食品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本 金： 4,385,000.00�
借款人： 龙山县造纸厂
担保人： 龙山金刚石有限公司
本 金： 8,590,676.00�
借款人： 泸溪县汽车大修厂

担保人： 湖南省泸溪县水泥厂、湖
南省泸溪县煤炭公司、 湖南省石油公司
泸溪县公司、湖南省泸溪县交通管理所、
泸溪县百货纺织品公司、 湖南省泸溪县
耐火材料厂
本 金： 742,180.00�
借款人： 泸溪县浦市日用工业品公
司
担保人： 泸溪县五交化公司、 泸溪
县水泥厂、泸溪县百货纺织品公司
本 金： 2,100,500.00�
借款人： 泸溪县浦市物资贸易公司
担保人： 泸溪县轻化建材公司、湖
南省泸溪县物资贸易公司
本 金： 330,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农机公司（泸溪县
农业机械公司）
担保人： 泸溪县印刷厂、 泸溪县汽
车大修厂、泸溪县煤炭公司
本 金： 332,929.50�
借款人： 泸溪县机电设备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泸溪县物资贸易公
司
本 金： 386,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特种金属粉末厂
担保人： 湖南省泸溪县航运公司、
泸溪县民族皮件厂、 湖南省泸溪县水泥
厂、泸溪县客运公司
本 金： 2,198,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耐火材料厂
担保人： 湖南省泸溪县汽车大修
厂、泸溪县水泥厂、泸溪县五交化公司
本 金： 6,900,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轻化建材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泸溪县水泥厂、湖
南省石油公司泸溪县分公司、 湖南省泸
溪县金属材料公司
本 金： 420,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金属材料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泸溪县金属回收公
司、湖南省泸溪县机电设备公司、泸溪县
物资局、泸溪县物资轻化总公司、湖南省
泸溪县糖酒副食品公司
本 金： 936,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荣昌建安公司
担保人： 泸溪县糖酒副食品公司
本 金： 180,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宏发民族化工厂
担保人： 泸溪县印刷厂、 泸溪县外
贸公司
本 金： 150,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客运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航运公
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洗溪磷矿、湖
南省泸溪县水泥厂
本 金： 620,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外贸公司
担保人： 泸溪县轻化建材公司
本 金： 162,000.00�
借款人： 泸溪县水泥厂
本 金： 9,000,000.00�
借款人： 花垣县燃料燃气总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石油总公司花垣县
公司
本 金： 490,000.00�
借款人： 花垣县兄弟河冶炼厂
担保人： 花垣县水利水电局、 湖南
省花垣县铁合金总厂
本 金： 6,148,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轻纺工业供销公司
本 金： 18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永顺县前港有限责
任公司
本 金： 2,715,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担保人： 永顺县财政局
本 金： 415,000.00�
借款人： 湖南永顺司城水泥有限公
司
本 金： 2,504,487.00�
借款人： 龙山县人造板厂
担保人： 龙山县林业局
本 金： 2,547,100.00�
借款人： 龙山县化工厂
担保人： 湖南省龙山县汽车修配
厂、龙山县水泥厂、龙山县人造板厂、湖
南省龙山县印刷厂、龙山县财政局、龙山
县经济委员会
本 金： 3,501,739.00�
借款人： 龙山县汽车修配厂
担保人： 湖南龙山县第一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
本 金： 614,080.00�
借款人： 龙山县民族五金厂
本 金： 290,000.00�
借款人： 湘西自治州吉首化工厂
担保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煤
炭公司、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多种经
营公司、吉首市机械厂
本 金： 1,858,038.00�
借款人： 吉首市玻璃美术工艺厂
担保人： 吉首市民族布鞋厂、 吉首
市财政局、吉首市手工业联社、吉首市民
族五金厂
本 金： 888,000.00�
借款人： 保靖县酒厂
担保人： 湖南保靖蛋品肉类加工总厂
本 金： 9,085,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物资有限公司
担保人： 永顺县物资局
本 金： 4,615,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酒厂
本 金： 5,516,000.00�
借款人： 自治州亚泰工业硅厂
担保人： 湖南省凤凰县供电公司
本 金： 2,450,000.00�
借款人： 吉首市汽车修制厂
担保人： 吉首市机械厂、 吉首市民
族制革厂、吉首市民族塑料厂、吉首市针
织厂
本 金： 6,145,413.00�

郴 州 市

借款人： 汝城县家具工艺厂
本 金： 10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劳动保护用品总公
司
债权合计： 4,835,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郴州市糖酒副食品
总公司
债权合计： 8,957,458.00�
借款人： 桂阳县国土管理局
债权合计： 662,250.00�
借款人： 桂阳县蔬菜公司
债权合计： 4,150,191.00�
借款人： 永兴县毛巾厂
债权合计： 2,203,400.00�
借款人： 资兴市制鞋厂
债权合计： 322,989.18�
借款人： 长沙市南门口分理处
债权合计： 35,526.47�
借款人： 天兴公司
债权合计： 168,473.97�
借款人： 郴州市北湖区海南案件办
案费垫款
债权合计： 547,788.58�
借款人： 郴州市外商企业协会预付款
债权合计： 23,0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郴
州市人民银行收取同城结算公约金
债权合计： 5,0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嘉
禾县公安局收取安全风险押金
债权合计： 5,0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嘉
禾县政府财贸办收取创建押金
债权合计： 3,0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嘉
禾县政府财贸办收取治安和计生押金
债权合计： 2,6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嘉
禾县城管大队收取门前五包押金
债权合计： 1,4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嘉
禾县城管大队收取门前三包押金
债权合计： 1,000.00�
借款人： 其他待处理应收款———嘉

禾县城关镇收取计划生育押金
债权合计： 1,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郴州市泰华实业公
司
本 金： 27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正通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郴州证券公司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郴州华盛实业公司
本 金： 25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苏仙区粮油贸易中
心
本 金： 60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郴州地区对外经济
贸易中兴公司
担保人： 湖南郴州花纸厂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兴财福利冶炼厂
本 金： 600,000.00�
借款人： 白沙矿务局湘永煤矿
担保人： 湖南省白沙矿务局、 湖南
省白沙煤电集团
本 金： 21,950,000.00�
借款人： 白沙矿务局马田煤矿
本 金： 3,300,000.00�
借款人： 永兴县苏仙毛巾织造有限
公司
本 金： 4,385,000.00�
借款人： 永兴县印刷厂
本 金： 1,120,000.00�
借款人： 郴州桂沙六八冶炼厂
本 金： 1,500,000.00�
借款人： 永兴县华侨企业公司
本 金： 200,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永兴县马田企业发
展公司
本 金： 300,000.00�
借款人： 永兴县汽车修配厂
担保人：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兴支
公司
本 金： 310,000.00�
借款人： 宜章县百货公司
本 金： 3,442,587.41�
借款人： 郴州湘南建材机械厂
本 金： 2,360,000.00�
借款人： 湖南郴州通用路桥工程机
械厂
担保人：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地区信
托投资公司
本 金： 4,750,000.00�
借款人： 郴州晶星玻璃有限公司
本 金： 10,00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苏仙区糖酒副食品
公司
本 金： 郴州市苏仙区保险公司、
郴县保险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地区
信托投资公司
借款人： 郴州市调味食品厂
本 金： 50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物资贸易中心
担保人：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郴州市
支公司
本 金： 37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内衣厂
担保人： 湖南省郴州市轻纺公司、
湖南省郴州床单厂
本 金： 5,29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标准件厂
担保人： 湖南郴州市重工业公司、
郴州市北湖区重工业局
本 金： 1,66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物资开发总公司
本 金： 1,851,193.32�
借款人： 郴州市精细化工总厂
本 金： 20,65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建材总厂
担保人： 郴州地区化肥厂
本 金： 5,26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衡器总厂
担保人： 郴州市第二轻工业局、中
国工商银行郴州地区信托投资公司
本 金： 1,25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柴油机厂
本 金： 15,400,000.00�
借款人： 资兴市百货公司
担保人： 资兴市商业局、 中国工商
银行郴州地区信托投资公司
本 金： 3,973,000.00�
借款人： 资兴市阀门厂
本 金： 1,870,000.00�
借款人： 资兴市物资公司
担保人： 资兴市物资局
本 金： 1,55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包装厂
担保人： 郴州市苏仙区保险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郴州地区信托投资公司、
郴州市苏仙区财政局
本 金： 1,470,000.00�
借款人： 郴州市北湖区饲料公司
本 金： 4,800,000.00�
借款人： 资兴市三都工矿贸易公司
本 金： 3,140,000.00�
借款人： 资兴市耐火材料厂
本 金： 560,000.00�
借款人： 湘南新型建材总厂
本 金： 1,550,000.00�
借款人： 宜章强龙水泥有限公司
本 金： 3,700,000.00�

其 他

借款人： 长沙市调料食品城
债权合计： 3,714.90
借款人： 湖南清宫御液销售有限公司
债权合计： 9,828.00
借款人： 湖南省重型通用机械工业
总公司
担保人： 湖南省机械工业供销总公
司
债权合计： 145,317.00
借款人： 长沙市第四机械厂
债权合计： 10,000.00
借款人： 桃源县柴油机厂
债权合计： 68,370.00
借款人： 常德市糖酒副食品总公司
债权合计： 4,238,800.00
借款人： 湖南省衡阳市五金交电化
工公司化工经营部
担保人： 衡阳市五交化公司五金批
发部
债权合计： 3,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轻工供销公司
债权合计： 3,000.00
借款人： 湖南省衡阳市五金交电化
工公司化工批发部
债权合计： 3,000.00
借款人： 客运附加费站、车辆附加
费征收办
债权合计： 1,071,344.90
借款人： 原常宁支行垫会常宁民政
局
债权合计： 127,700.00
借款人： 衡阳市玻璃总厂
债权合计： 1,500,000.00
借款人： 衡阳市纺织品采购供应站
债权合计： 1,200,000.00
借款人： 衡南县百货纺织品公司
债权合计： 31,740.00
借款人： 衡南县印刷厂
债权合计： 13,991.90
借款人： 常宁县皮革厂
债权合计： 54,318.16
借款人： 郴州八达股权
债权合计： 709,466.49
借款人： 郴州银河股权
债权合计： 84,900.00
借款人： 益阳市五金交电化工总公司
债权合计： 471,540.91
借款人： 岳阳巴陵石化锦华公司
债权合计： 2,767,700.00
借款人： 岳阳巴陵石化锦华公司
本 金： 4,704,000.00
借款人： 永顺县民族皮鞋厂
债权合计： 7,020.00
借款人： 湖南省重型通用机械工业
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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