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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湖南省废旧物
资大市场经营
有限公司

湖南普佑商贸
有限公司

长沙市明福园
艺产品销售有
限公司

湖南省新一佳
商业投资有限
公司

华融建筑工程
（集团）有限公
司（衡阳市安
荣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

衡阳市安荣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衡阳市康红医
药有限公司

衡阳星善置业
有限公司（衡
阳崇业互感器
有限公司）

衡阳崇业建设
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衡阳市西园农
副产品批发大
市场有限公司

湖南立方医药
有限公司

娄底市恒星汽
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株洲新通铁路
装备有限公司

郴州市诚泰矿
业有限公司

耒阳市利源煤
业有限公司

怀化市万宝汽
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娄底市和顺汽
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长沙双北建材
贸易有限公司

衡阳银泓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
有限公司

耒阳市富弘能
源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

债权本金（元）

10,000,000.00

22,648,188.22

14,761,078.37

42,819,535.98

52,600,000.00

27,350,000.00

8,400,000.00

5,500,000.00

31,933,903.51

19,780,000.00

19,997,693.12

5,188,707.00

5,124,651.53

3,632,773.00

11,996,791.40

1,313,388.96

1,261,642.96

8,393,003.81

34,697,230.25

37,990,000.00

利息（元）

4,533,522.95

16,730,019.72

11,225,039.22

19,486,753.33

114,650,796.54

57,489,823.05

17,317,268.53

10,679,932.44

75,857,997.24

46,087,109.29

2,602,357.07

4,837,149.48

4,120,189.73

10,373,320.99

6,886,158.26

250,917.98

86,467.36

555,461.01

4,671,422.45

1,133,349.54

利息截止日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6/20

2019/2/21

2019/2/21

2019/2/21

2019/2/21

2016/1/21

2016/1/21

2016/1/21

2018/8/21

2018/8/21

担保情况

周国其、谢红英、湖南
省废旧物资大市场经
营有限公司

郑旻天、吴昊天、湘潭
名流贸易有限公司

周建良、益阳三和资产
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
展有限公司、李彬兰

衡阳市安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衡阳市蒸
湘子仪养殖场、衡阳安
荣水泥有限公司、蒋昕
呈、蒋惠璐

衡阳市安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衡阳安荣
水泥有限公司

衡阳市康红医药有限
公司

衡阳星善置业有限公
司（衡阳崇业互感器有
限公司）、衡阳崇业建
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衡阳崇业建设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衡阳市西园农副产品
批发大市场有限公司

何志刚、张丽利、王菲

邹学文、曾启田、李玲
兰

株洲八达铸业有限责
任公司

何春阳、何春香、陈爱
莉、陈北川、何宇清、肖
莹、陈颖诗、陈爱中、刘
健民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
公司、郑伟、郑策

周敏

刘惠希、王求珍、刘颖
群、刘彦飞、曾魁伟、刘
浩群、何琴

张丽生、易泽群、易子
良、易世锋、祖丹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湖南省
华信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衡阳鸿鑫实业有限
公司、衡阳鸿锦石油钻
具有限公司、雷霆、侯
爱忠、衡阳鸿铭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李选芳、
伍冬兰、陆锋锋、资娜、
耒阳投资担保有限公
司

资产情况

抵押物为湖南省废旧物资大市场经营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黄金乡金沙村
废旧物资市场房产（建筑面积 2063.16 平方
米、土地面积548.577平方米）

抵押物为湘潭名流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株洲市人民南路366号星期8大厦105号房
产（建筑面积 1161.95 平方米、土地面积
113.83平方米）

抵押物为益阳三和资产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益阳市赫山区金银山办事处西流
湾社区 201-801 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
4930平方米；土地面积669.94平方米）

无

抵押物为蒋昕呈名下位于城南区天马山南
路 1 号 303 室的房产（建筑面积 385.5 平方
米）；抵押物为蒋惠璐名下位于城南区天马
山南路 1 号 302 室的房产（建筑面积 514.70
平方米）；抵押物为衡阳安荣水泥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衡山县开云镇的厂房（建筑面积
4515平方米）；衡阳市蒸湘子仪养殖场名下
位于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乡东阳村的农业
用地（土地面积 91038.6 平方米）；衡阳市安
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蒸水北堤
双桥路的商住用地（土地面积 44489.1 平方
米）

抵押物为衡阳市安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天马山南路1号的房产，建筑面积
1231.33 平方米；天马山南路 1 号 2 层房产，
建筑面积 885.223 平米；衡阳安荣水泥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衡山县开云镇的工业房产，建
筑面积4775平方米。

抵押物为衡阳市康红医药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高新区日鑫建材大市场E-5A栋的房产，
建筑面积 2873.63 平方米；衡阳市康红医疗
保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阳市解放西路 24
号的房产，建筑面积3151.23平方米，土地面
积1267.40平方米

抵押物为衡阳崇业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雁峰区首峰小区 H、I、J、K 栋的房
产，建筑面积1213.71平方米

抵押物为衡阳崇业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衡阳市雁峰区雁城路首峰小区AB
栋109、127-135、1楼（建筑面积465.52平方
米），DEFG 栋 104、105、127、138、140,1 楼

（建筑面积4074.09平方米），H、I、J、K栋（建
筑面积1707.35平方米）

抵押物为衡阳市西园农副产品批发大市场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互助管理处的土地，土地面积58833平方米。

抵押物为衡阳市石鼓区司前街 16 号 101、
201的房产，建筑面积2911.67平方米，已作
价2162万元抵偿债务

无

无

陈颖诗名下的位于郴州市飞虹路龙腾广场
生活大师123、124、125的商铺，面积分别为
92.55平方米、69.15平方米、61.47平方米

耒阳市利源煤业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耒阳
市哲桥镇元木村新杨组1幢的房产，面积合
计为11414平方米

无

无

1、张丽生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明珠商业
广场南 5 栋 14 幢 102 号，房产建筑面积为
40.41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7.96 平方
米；张丽生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明珠商业
广场南14幢205、206号商业房产，房产建筑
面积为72.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4.26
平方米。2、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

（娄底市机械电器制造厂 0504）3 幢 102、
103、104 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均为 57.98 平
方米；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娄底
市机械电器制造厂）3幢201、202-204的办
公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71.2平方米、91.77
平方米。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
0003 幢 101 号商业房产，面积为 123.50 平
方米。易泽群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23号3
栋 101、102、103、104、201、202、203、204
号综合用地使用权抵押，土地共计面积
128.88平方米；3、易子良名下位于娄星区氐
星路（娄底市机械电器制造厂0504）3幢105
号商业房产、3幢205号办公房产，房产建筑
面积分别为 57.98 平方米、30.59 平方米；易
子良名下位于娄星区氐星路 23 号 3 栋 105
号、205号综合用地使用权抵押，共计土地使
用权面积为74.79平方米

衡阳鸿鑫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蒸湘区大
栗新村 18 号 101-1、101-2、102-1、102-2
的办公房产，房产面积分别为 320.36 平方
米、429.76平方米、346.19平方米、283.52平
方米

湖南省庭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耒
阳市蔡子池街道办事处蔡池路与群英路交会
处（凯旋帝景）3 幢-1 层-0101、3 幢-1 层-
0102号车库用房，建筑面积为1625.27平方
米、2203.31平方米；3幢-2层-0201、3幢-2
层-0202 车库用房，建筑面积为 1168.82 平
方米、2557.21平方米；3幢1层0102营业房
产，建筑面积613.09平方米；3幢2层0201营
业房产，建筑面积 832.47 平方米；3 幢 2 层
0202营业房产，建筑面积为1680.52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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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衡阳市金雷水
泥建材有限公
司

湖南朝阳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

邵东县天隆打
火机有限公司

邵东县银利珍
珠棉有限公司

武冈大酒店有
限公司

邵阳市景秀矿
山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

湖南华源医疗
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沩山湘茗
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

娄底市坤宝汽
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湖南鑫旺珍珠
棉有限公司

衡阳市大陆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衡阳市晶科威
实业有限公司

衡阳三环节能
变压器有限责
任公司

衡阳市城南京
雁基础建设工
程队

衡阳市江东三
财电器经营部

衡阳市城北糖
酒副食品公司

衡阳市金狮实
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联亨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衡阳县樟树安
瓶总厂

债权本金（元）

5,500,000.00

64,000,000.00

14,000,000.00

14,371,729.08

41,000,000.00

6,996,000.00

47,732,493.77

2,227,472.29

17,500,000.00

12,700,000.00

12,800,000.00

10,000,000.00

19,400,000.00

610,000.00

299,223.00

1,570,000.00

2,650,000.00

580,400.00

940,000.00

利息（元）

541,606.05

4,307,032.79

2,494,777.48

1,782,412.73

5,412,335.70

1,582,566.56

5,049,985.24

1,169,395.61

4,312,567.24

997,186.73

29286742.52

33780167.45

63074697.83

1499276.4

802954.15

6663842.53

6057445.35

1364972.66

2348525.49

利息截止日

2018/8/21

2018/8/21

2018/8/21

2018/8/21

2018/8/21

2018/8/21

2018/8/21

2018/8/21

2017/5/31

2017/5/31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2019/10/20

担保情况

陈江毅、谷娅妮、周夏
月、黄兴国、陈江南、周
伟、衡阳市金岭环保
建材有限公司、陈爱
国、袁梅、陈治才、李宝
国、黄跃林、衡阳市金
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衡阳市企业信用担保
投资有限公司、湖南
省朝阳重工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李映红、阳
美兰、湖南朝阳机电
股份有限公司、衡南
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谢志峰、谢志斌、杨灵
艳、杨君芳、湖南省柔
点工贸有限公司

赵碧、谢建华、赵艳
云、李爱民、李红英

黎顺长、刘清娥、武冈
大酒店有限公司

葛景江、刘玉梅

湖南国实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郭运斌、唐丽
伟、湖南银日实业有
限公司

姜胜标、刘素清、湖南
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农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

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
司、刘惠希、王求珍、
刘浩群、何琴、刘彦
飞、曾魁伟、刘颖群、
邓星燎、邵阳市和宏
汽车贸易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邵阳市和祥
汽车贸易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娄底市和轩
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邵阳市和庆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娄底市和信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娄底
市和顺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李玉华、李爱勤、谢莉
斌、李德群、李喜成、
唐周英

抵押人：衡阳市大陆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人：衡阳市晶科
威实业有限公司

抵押人：衡阳三环节
能变压器有限责任公
司；保证人：衡阳三鑫
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衡阳三秋高纯材
料有限公司

抵押人：谢军

抵押人：唐佑元

彭新成（共有人刘祝
云）、颜金英、彭莉、衡
阳市农机物资总公司

抵押人：衡阳市金狮
实业有限公司、李微、
廖小良、李军、李才
英；保证人：李微

抵押人：李小红

抵押人：衡阳县樟树
安瓶总厂

资产情况

衡阳市金雷水泥建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阳
市珠晖区东阳渡107国道1816公里处工业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1560.5平方米

1、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东
县大浦镇炉铺村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21030
平方米；2、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衡东县大浦镇工业园房屋10#、9#，面积
1700.66平方米、3619平方米；3、湖南朝阳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衡东县大浦镇工业
园 1#展厅和 2#厂房，面积 956.92 平方米、
2603.99平方米；4、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位于大浦镇工业园的工业房产，建筑面积
6668.7 平方米；5、湖南朝阳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 名 下 位 于 衡 东 县 大 浦 镇 炉 铺 村 土 地 ，
13696.3平方米；6、衡南电机有限责任公司名
下位于衡南县向阳镇水口村的房屋和土地使
用权，建筑面积合计 14836.55 平方米，土地
43421平方米

1、谢志斌名下位于邵东县廉桥镇杨梅冲地段
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3178 平方米；
2、湖南省柔点工贸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邵东县
廉桥镇坳峰村办公楼一栋 4 层，宿舍一栋 4
层，厂房9栋一层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建筑面
积12567.78平方米，土地面积16149平方米

李爱民、李红英名下位于邵东县开发区乾元
路含负 1 楼共 16 层酒店，建筑面积 7334.96
平方米，土地面积360.30平方米

1、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竹城路（武
冈大酒店宿舍楼）的8套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土地面积 2243.2 平方米，建筑面积 3161.56
平方米；2、武冈大酒店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
强北路（武冈大酒店演艺厅）101、201的2套
房产，建筑面积1200.12平方米；3、武冈市武
强北路（丰仁村竹城公路旁）土地使用权，土
地面积 2305.51 平方米；4、武冈市武强北路
房屋及土地使用权，面积15416.05平方米

葛景江、刘玉梅名下位于邵东县火厂坪镇华
中村1814线旁101的工厂厂房，建筑面积为
1135.39 平方米及位于邵东县火厂坪镇华中
村1814线旁101、201等2套综合房产，建筑
面积为407.77平方米

湖南银日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赫山区桃花
仑办事处龙洲路社区负1层、第2层、第3层、
102 号共 4 套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分别为
2404.41平方米、2421.27平方米、2421.27平
方米、1043.19平方米

湖南沩山湘茗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
宁乡县玉潭镇新康路（华都丽景）的6套136、
137、138、157、158、159 的商业房产，房屋面
积合计279.89平方米

无

1、李爱勤、谢莉斌名下位于邵东县大禾塘办
事处百富东路101、201、301、401、501、601，
房产面积为961.36平方米；2、李爱勤名下位
于邵东县开发区邵东大道1034号商业门面，
面积为21.96平方米；3、李德群名下位于邵东
县两市镇建龙路 101-407，房产面积 411.36
平方米；4、李德群名下位于邵东县两市镇城
东村王家庄 320 栋 101-402 房产面积为
167.75 平方米；5、李玉华名下位于邵东县两
市镇红岭路101-507号，房产面积641.68平
方米

1、江东区向荣里26号2760平方米的预登国
土证；2、中山北路 188 号 1543.6 平方米国有
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

珠晖区茶山坳镇5宗国有土地（商服)，合计为
42379.57平方米抵押

1、鱼拱嘴 2 号，国有工业用地 15254.2 平米；
2、鱼拱嘴 21 号房产 10067.9 平米及设备 75
台做抵押担保

衡 阳 市 蒸 湘 南 路 门 面 作 抵 押 ，建 筑 面 积
127.05平方米

衡阳市珠晖区红星菜园 107 号，建筑面积
145.94平方米的房屋作抵押担保

1、祁东县桥镇沿江东路151号的2套房产作
抵押，建筑面积524.13平方米；2、衡阳市进步
村四组的房产，面积1093.94平方米

1、岳屏乡联合村七组453.78平方米房屋；2、
岳屏乡联合村七组281.56平方米划拨土地；
3、岳屏乡联合村七组156.74平方米房屋；4、
岳屏乡联合村七组686.74平方米房屋；5、桑
园路49号199.8平方米房屋

衡阳市石鼓区蒸阳路180号金三角C栋综合
楼门面，其中 96 号房面积 125.88 平方米，97
号房面积117.41平方米。

衡阳县呆鹰岭镇樟树村的3处房产作抵押担
保，建筑面积1530.94平方米，土地面积5794
平方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收购的衡阳崇业互感器有限公司等30户和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分公司收购的衡阳市大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25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补充公告。

债权资产处置补充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衡阳崇业互感器有限公司等55户企业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公告07 2020年5月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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