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所在地 债权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情况 资产情况

52 浏阳市文家市镇江南
花炮厂 浏阳市 3,006,176.45 1,840,540.17�

浏阳市中和镇江河花炮厂、浏阳市永
明出口花炮厂、 浏阳市富东鞭炮厂
（普通合伙）、浏阳市联兴花炮厂（普
通合伙）、浏阳市明鑫彩印包装厂、浏
阳市文家市镇江南花炮厂、彭传海

无

53 浏阳市文旭引线有限
公司 浏阳市 2,794,872.00 1,504,889.58�

浏阳市创豪鞭炮厂、浏阳市文旭引线
有限公司、 浏阳市全鑫鞭炮烟花厂
（普通合伙）、 浏阳市金刚富华鞭炮
厂、吴珊文

无

54 浏阳市先林花炮厂 浏阳市 1,995,735.36 986,012.24�

浏阳市普迹镇大水市鞭炮厂、浏阳市
丰泰出口烟花厂（普通合伙）、浏阳市
先林花炮厂、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
限公司、 浏阳市文家市双梅花炮厂、
浏阳市凯祥烟花出口厂、浏阳市湘泉
出口花炮厂、黄先林

无

55 浏阳市鑫泰花炮厂（普
通合伙） 浏阳市 2,442,848.40 956,852.64�浏阳市鑫泰花炮厂（普通合伙）、邱绍

亮、李国庆 无

56 浏阳市杨花光长鞭炮
厂 浏阳市 4,043,071.12 2,233,355.27�

浏阳市盛唐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
市普迹镇蒜洲鞭炮厂、湖南东方明珠
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浏阳市宏利
鞭炮烟花制造厂、 浏阳市东瑞花炮
厂、 浏阳市宏金出口鞭炮烟花厂、浏
阳市杨花光长鞭炮厂、夏光长

无

57 浏阳市耀远纸箱厂 浏阳市 2,549,964.23 1,434,900.11�

浏阳市美的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丰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
市万源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良
智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耀
远纸箱厂、邹开耀

无

58 浏阳市晔鑫鞭炮厂 浏阳市 2,808,667.16 1,761,612.22�
浏阳市花园烟花制造厂、浏阳市雄鹰
鞭炮烟花厂、 浏阳市晔鑫鞭炮厂、任
晔

无

59 浏阳市永华出口花炮
厂 浏阳市 3,418,991.30 1,946,715.91�

浏阳市永华出口花炮厂、浏阳市青草
田心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海霸
出口烟花有限公司、浏阳市银杏烟花
制造有限公司、罗光明

无

60 浏阳市中太烟花鞭炮
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 3,503,145.90 2,183,470.44�

浏阳市和泰出口花炮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枨冲鹏程花炮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永盛出口烟花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浏阳市天骄
烟花制造厂、浏阳市中太鞭炮烟花制
造有限公司、孙朋辉、潘喜连

无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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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00,000.00 114,650,7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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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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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湖南中大高科能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衡阳市 20,884,888.06 43,291,618.69�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原名：湖南共创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坐落石鼓区船山路 57
号 房 产 （建 筑 面 积
3364.71平方米）。

63 衡阳市安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衡阳市 27,350,000.00 57,489,823.05�衡阳市安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衡

阳安荣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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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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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湖南共创生物功能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 1,600,000.00 6,386,673.14�共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共创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石鼓
区 船 山 路 321 号
107-2、110、301 室的房
产，建筑面积 1180.28 平
方米。

51 浏阳市天骄烟花制造
厂 浏阳市 2,718,956.08 1,703,514.71�

浏阳市和泰出口花炮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枨冲鹏程花炮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永盛出口烟花厂（普通合伙）、
浏阳市荷花金雀花炮厂、浏阳市天骄
烟花制造厂、浏阳市中太鞭炮烟花制
造有限公司、黎茂学

无

46 浏阳市凯祥烟花出口
厂 浏阳市 4,303,026.24 2,690,390.13�

浏阳市普迹镇大水市鞭炮厂、浏阳市
丰泰出口烟花厂（普通合伙）、浏阳市
先林花炮厂、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
限公司、 浏阳市文家市双梅花炮厂、
浏阳市凯祥烟花出口厂、浏阳市湘泉
出口花炮厂、陈梓平

无

47 浏阳市美的出口烟花
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 4,051,971.19 2,284,043.52�

浏阳市美的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丰田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
市万源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良
智出口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耀
远纸箱厂、何洪波、何花

无

48 浏阳市普迹镇大水市
鞭炮厂 浏阳市 4,483,968.25 2,784,049.12�

浏阳市普迹镇大水市鞭炮厂、浏阳市
丰泰出口烟花厂（普通合伙）、浏阳市
先林花炮厂、浏阳市银盛烟花制造有
限公司、 浏阳市文家市双梅花炮厂、
浏阳市凯祥烟花出口厂、浏阳市湘泉
出口花炮厂、何继汉

无

49 浏阳市青草田心烟花
制造有限公司 浏阳市 4,448,921.77 2,197,738.28�

浏阳市永华出口花炮厂、浏阳市青草
田心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浏阳市海霸
出口烟花有限公司、浏阳市银杏烟花
制造有限公司、周汝红、叶友国、周建
虹

无

50 浏阳市太平桥吉安油
铺花炮厂 浏阳市 2,715,856.66 1,724,527.82�

浏阳市蕉溪乡鼎盛鞭炮厂、浏阳市杨
花乐旺鞭炮烟花厂、浏阳市安达烟花
厂（普通合伙）、浏阳市太平桥吉安油
铺花炮厂、浏阳市澄潭江镇金盆鞭炮
烟花厂、浏阳市东联出口烟花制造有
限公司、黎义彪、黎树云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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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购的株洲瑞高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等
73 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拟以公开竞
价，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

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

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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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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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
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9

年 7 月 19 日， 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20 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
请登录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
网站查询，网址 www.zsamc.com，微信公众
号浙商资产 - 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
联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
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
料为准， 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
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 处置方案进行调
整。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
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冯先生
联系电话：13676838766

� � � � 联系地址：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 442
号新湖南大厦 2502室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
监察室）

联系人：汤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7 月 19 日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株洲瑞高塑胶有限责任公司等 73 户企业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所在地 债权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情况 资产情况

1 株洲瑞高塑胶有限责
任公司 株洲市 6,100,900.00 4,542,532.73�于求是、陈惠莎、湖南华银鑫信用

担保有限公司 无

2 长沙辉成物流服务有
限公司 长沙市 5,639,111.00 5,015,195.10�谷亚辉、 湖南华银鑫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 无

3 湖南陋室名家投资有
限公司 长沙市 5,300,000.00 3,506,068.05�龙韬、 湖南华银鑫信用担保有限

公司 无

4 长沙美联文仪有限公
司 长沙市 6,894,295.38 8,213,315.84�

杨其春、 湖南耐斯特印务有限公
司、 湖南华银鑫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

无

5 长沙市金湘源纸业有
限公司 长沙市 2,048,614.20 1,892,203.00�湖南高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

跃辉、胡艳红 无

6 长沙盛金纸业有限公
司 长沙市 2,048,614.20 1,964,369.69�湖南高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余

标明、谢美凤 无

7 长沙世铭纸业有限公
司 长沙市 1,337,563.19 1,279,146.31�湖南高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易

思明、贺良中 无

8 湖南省和林印务有限
公司 长沙市 2,400,000.00 1,510,819.77�长沙市卓达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建林、向四春、欧美连、胡和平 无

9 长沙市蔡伦印务有限
公司 长沙市 1,500,000.00 814,414.37�

湖南正源纸业有限公司、刘建行、
黄艳兰、张赛军、贺正思、刘献春、
龚卓欣、张光辉

无

10 湖南省废旧物资大市
场经营有限公司 长沙市 10,000,000.00 4,533,522.95�周国其、谢红英、湖南省废旧物资

大市场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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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湖南泰尔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长沙市 59,837,049.01 43155078.44成刚、钱雨雯、湖南泰尔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湖南泰尔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浏阳市集
里办事处集里村的工业房产
（建筑面积 19521.04 平方
米， 土地面积 18946.7 平方
米 ， 土地 抵 押 登 记 面 积
17613.11 平方米， 为出让用
地， 剩下 1333.59 平方米为
划拨用地）

12 湖南普佑商贸有限公
司 长沙市 22,648,188.22 16,730,019.72�郑旻天、吴昊天、湘潭名流贸易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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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长沙市明福园艺产品
销售有限公司 长沙市 14,761,078.37 11,225,039.22�周建良、 益阳三和资产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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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浏阳市龙鑫苗圃 浏阳市 3,000,000.00 1,585,718.45�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赵汉龙、张玉连 无

15
湖南浏阳河竹木有限
公司（湖南省浏阳市浏
东竹木有限公司）

浏阳市 4,954,273.00 2,981,431.03�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刘莉、李伏南、刘国兴 无

16 浏阳市汇森林场（普通
合伙） 浏阳市 4,683,977.77 2,215,345.87�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袁治国、宋元海、潘湘辉 无

17 浏阳市武夷种植专业
合作社 浏阳市 2,000,000.00 1,099,547.27�

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彭超、胡晶、刘顺旗、刘向阳、
杨文革

无

18 浏阳市桑力种养专业
合作社 浏阳市 2,500,000.00 1,327,042.88�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周国全、张宁波 无

19 浏阳市花柳之乡花木
园 浏阳市 2,000,000.00 994,205.02�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杨柳、于英 无

20 浏阳市古港镇金山园
艺种植园 浏阳市 1,480,000.00 460,772.16�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杨亿贵、李瑞华 无

21 浏阳市云居山林场 浏阳市 5,000,000.00 2,624,060.69�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荆智巍 无

22 浏阳市知青园种植专
业合作社 浏阳市 3,000,000.00 1,619,845.24�

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李建国、张秀连、罗清华、张辉
成、陈学淼、张伟成

无

23 浏阳市古港镇丹辉园
艺苗木基地 浏阳市 2,000,000.00 618，466.68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廖辉耀、柳琴 无

24 湖南金葫芦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浏阳市 4,000,000.00 1,994,883.28�

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黎伟、宋雪连、黎铖、徐媛媛、
长沙龙铖园林园艺有限公司

无

25 浏阳市宗波花木园 浏阳市 1,500,000.00 831,013.59�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刘宗波、邓其琦 无

26 浏阳市马石窝林场 浏阳市 3,000,000.00 1,275,336.28�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刘谅由、吴洪秀 无

27 浏阳市荷花湘盛苗圃
园艺 浏阳市 2,000,000.00 612,537.72�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邓建、黄桂文 无

28 浏阳市淳口镇经典景
观花木园 浏阳市 1,600,000.00 614,486.88�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彭波、吴其祥 无

29 浏阳市枨冲镇鸿午苗
木场 浏阳市 1,495,152.98 432,045.09�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杨开放 无

30 浏阳市蕉溪乡哲安苗
圃 浏阳市 1,500,000.00 478,979.23�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吴永江、陈赛花 无

31 浏阳市奇洋苗木种植
专业合作社 浏阳市 3,000,000.00 960,470.80�浏阳强盛林业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刘春奇、蒋雪凤 无

32 湖南省新一佳商业投
资有限公司 长沙市 42,819,535.98 19,486,753.33��深圳市新一佳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李彬兰 无

33 怀化市建辉汽车贸易
服务有限公司 怀化市 2,800,000.00 2113632.62周斌、王波

抵押物为周斌名下位于怀化
市红星路 12 栋 235、236、
237、238 室的房产（建筑面
积 649.9 平方米、 土地面积
88.88平方米）。

34 湖南天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长沙市 3,428,035.43 1,059,763.92�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熊力夫、肖兰梦、熊劲雅 无

35 湖南省广丰源工贸有
限公司 长沙市 3,873,790.57 1,055,561.71�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辉学、李尤秀、李泰牟、吴莹 无

36 湖南省宏海工贸有限
公司 长沙市 3,346,379.16 1,522,904.53�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文贻宣、石莉萍 无

37 湖南凤祥科贸发展有
限公司 长沙市 3,974,915.98 1,525,878.97�

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熊凤祥、陈晓娟、长沙凤祥贸易有
限公司

无

38 长沙固松文化用品有
限公司 长沙市 4,915,660.50 1,392,828.66�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胥伸兵、李咏梅 无

39 长沙日升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 长沙市 2,319,801.61 1,055,719.09�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颜理民、黄芳园 无

40 长沙达纬交通工程有
限公司 长沙市 114,671.87 570,515.53�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刘立新、何锡琼、邱亚芳、刘晓晖 无

41 长沙县星沙镇宝通轮
胎经营部 长沙市 2,980,341.61 1,336,710.63�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周妃、胡寿华 无

42 长沙中辉公路养护有
限公司 长沙市 3,560,000.00 952,879.58�

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建辉、段腊辉、刘珊珊、房宝龙、
范林、资婷

无

43 湖南中和商贸有限公
司 长沙市 4,250,000.00 1,523,889.95�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郑圣力、李蓉 无

44 长沙黑水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 长沙市 1,700,000.00 459,946.54�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谈迎会 无

45 长沙华纬工程测量有
限公司 长沙市 3,373,639.42 1,457,661.84�湖南金湘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黄勇、刘娇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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