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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8 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二

更 正 公 告
2016 年 11 月 9 日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与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福建日报》第 14 、15 版刊登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与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以下简称：原公
告）中公告清单有误，现进行更正，具体以下列《公告清单》为准 , 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公告清单
序
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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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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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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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46

借款人名称

债权总额

其中贷款本
金余额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福州市制冷设备公司

813,256.10

240,000.00

农银保借字台连潘第 980728、
980930、
990421 号

福州市水产供销公司、
福州市水产冷冻厂

福建省建材工业供销公司

18,093,076.85 5,700,000.00

农银保借字马农渔第 981013 号、
农银保借字东街第 981215 号

48

福建省建材工业供销福州公司

9,501,763.41 3,000,000.00

农银保借字湖东支行第 991230 号、
（湖东）农银借字（2000）第 02006 号

福建省农房公司、
福建省闽江房地产开发公司
福建省建材工业供销公司、
福建省闽江房地产开
发公司、
福州开发区福星实业有限公司

49

福州福耐德开关电器有限公司

9,325,606.94 3,000,000.00

榕华农银保借字 99 第 020 号

50
51

福州农工商联合企业供销公司
福州市油脂公司

5,565,007.00 2,485,100.00
3,305,944.00 1,335,000.00

（晋 104）农银借字（2003）第 0001 号
（晋 108）农银借字（2004）第 0001 号

53

连江县贵安新星养鳗场

5,573,560.14 1,927,000.00

54
55

连江县水产供销公司
福建省连江县富利养鳗公司

4,040,117.53 1,300,000.00
3,803,685.11 1,240,000.00

56

福建省连江县苔菉海洋渔业公司

4,011,802.55 1,200,000.00

57

连江县水产供销公司贸易经营部

3,122,759.26 1,000,000.00

58 福建省连江黄岐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688,051.95

354,600.00

59
60

连江县粮食复制品二厂
福建省连江县五行包装企业公司

1,176,206.13
651,388.66

352,000.00
300,000.00

61

福建省连江县百货公司

671,699.16

263,000.00

62
63

福建省连江县官坂水产养殖公司
连江县琯头镇定安新兴畜牧场

172,673.15
100,210.90

67,500.00
37,200.00

64

福建省罗源县航运公司

3,335,375.41 1,108,593.85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亚合板工业 102,484,
65
26,820,385.00
有限公司
779.97
68
福建爱利星轻纺有限公司
3,627,181.32 426,319.00
闽侯县十八重溪石风帆山庄开发公
70
16,552,293.33 3,100,000.00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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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0 日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债权金额截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
担保合同编号

原贷款行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0）第 07008 号、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3）第 福州盖山建设发展总公司、
福州市盖山房地产开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0）第 07008 号、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3）第 07004 号、
福建盖山集团公司
51,072,050.93 19,800,000.00 07004 号、
福州仓山支行
农银保借字盖企第 97001 号、
农银保借字盖企第 98013 号。
发公司
农银保借字盖企第 97001 号、
农银保借字盖企第 98013 号
福州市仓龙企业公司
4,909,711.82 2,80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4）第 130399 号
福建省烟山集团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4）第 130399 号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市昌荣包装材料工业公司
4,606,931.66 2,50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1）第 07001 号
福州市仓山盖山工业总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1）第 07001 号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市盖山房地产开发公司
6,177,828.98 2,45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3）第 07002 号
福州盖山建设发展总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3）第 07002 号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市城门运输公司
5,397,976.56 2,43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4）第 09014 号
福州市城门企业集团总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4）第 09014 号
福州仓山支行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2）第 07008 号、
（仓山支行）农银借展字（2003）福州市盖山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现名：
福建鑫盖建
福州盖山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331,852.30 2,40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
（2002）
第
07008
号
福州仓山支行
第 07001 号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福州市城门实业总公司
2,423,707.95 1,134,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9）第 018 号
福州市城门企业集团总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9）第 018 号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市仓山城门建筑工程公司
1,852,345.54 99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3）第 09019 号
福州市城门企业集团总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3）第 09019 号
福州仓山支行
10002 号、
抵押借款合同（签订于 1995 年 福州市螺洲酒家、
福州市仓山区螺洲乾元村民委 榕房押字第 960016 号、
（仓山支行）农银抵字（2000）第（10002）号、
抵押借款合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市螺洲乾元工贸总公司
3,911,017.04 777,5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0）第12
月 9 日）
员会
（签订于 1995 年 12 月 9 日）
榕房押字第 97A1565 号、
榕房押字第 97A1566 号、
农银抵借字（城）第 97008 号、
农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市仓山城门排下纸品厂
734,430.48
253,000.00
农银抵借字（城）第 97008 号、
农银抵借字（城）第 97009 号
陈琪、
林莺莺
银抵借字（城）第 97009 号
福州市仓山南台纸箱厂
427,461.77
200,000.00
农银抵借字 96 第 031 号
福州市城门企业集团总公司
榕房押字第 961057 号、
农银抵借字 96 第 031 号
福州仓山支行
（95）农银借合同字第 014 号、
（95）农银借合同
福清市粮油贸易公司
25,110,830.83 6,270,000.00 农银保借字 96 第 C013 号、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农银保借字
96
第
C013
号、
（
95）
农银借合同字第
014
号、
（
95）
农银借合同字第
037
号
福清支行
字第 037 号
福清市镜洋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11,382,573.28 3,79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23、
13597010、
13497017）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23、
13597010、
13497017）
福清支行
福清市海口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11,504,779.44 3,697,781.9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04）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04）
福清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34297001、
13497007）、
抵押担保借款合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江镜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134297001、
13497007）、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
福清市江镜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9,274,113.45 3,059,000.00
福清支行
同（合同编号：
14097007）
济开发公司
号：
14097007）
福清市江镜镇自来水厂
6,796,933.80 2,628,129.83
农银保借字 97 第 018 号
福建信芳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 97 第 018 号
福清支行
福清市江阴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7,102,488.61 2,268,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40、
16198004、
13497013）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40、
16198004、
13497013）
福清支行
98161012、
13497010）、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东瀚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98161012、
13497010）、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
福清市东瀚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7,015,902.92 2,243,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福清支行
(合同编号：
14097010）
济开发公司
号：
1409701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21498001）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海口粮油加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21498001）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福清市海口粮油加工厂
7,314,305.64 2,210,000.00
福清支行
号：
14397001）
工厂
14397001）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13497022、
13497012）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上迳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13497022、
13497012）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
福清市上迳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6,115,236.67 1,888,200.00
福清支行
（合同编号：
140297012）
济开发公司
号：
140297012）
福清市渔溪建丰福利养殖场
4,447,888.87 1,30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197004）
福清市电力器材厂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197004）
福清支行
福建省福清市电缆材料厂
4,195,123.28 1,249,600.00
抵押借款合同（编号：
950013）
福清市电缆材料厂
抵押借款合同（编号：
950013）
福清支行
13497014）、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新厝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14）、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4097013 福清支行
福清市新厝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4,086,671.69 1,24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号：
14097013 号）
济开发公司
号）
福清市港头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2,990,578.65 1,066,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98161009、
13597007）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98161009、
13597007）
福清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597002、
13497003）、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宏路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597002、
13497003）、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
福清市宏路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3,022,589.27 1,009,000.00
福清支行
（合同编号：
14097003）
济开发公司
号：
14097003）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13497009）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13497009）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福清市高山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3,013,548.92 1,000,000.00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支行
号：
14097009）
14097009）
福清市城头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2,735,109.55 875,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05）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05）
福清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597009）、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东张粮食经
福清市东张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2,631,644.66 841,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13597009）
、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
14097014）
福清支行
14097014）
济开发公司
福清市盛融报关行
2,079,139.05 785,500.00
（融）农银借字第（2002C）第 013 号
福清市翔辉福利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融）农银保字（2002C）第 013 号
福清支行
号、
农银抵借字融农宏第 0025 号农银保借
融房押字第 98340 号、
农银抵借融农宏第 0025 号-B 号、
农银抵借字融农宏第 0025
福清市桑尼室内设计装饰公司
2,293,124.64 700,000.00 农银抵借融农宏第 0025 号-B
福建省天一广告有限公司、
马新建
福清支行
字融农宏第 026 号
号农银保借字融农宏第 026 号
福清市新厝融辉液化气有限公司 2,008,436.60 680,000.00
（闽融桥）农银借字（2003）第 66 号
陈倩、
清市新厝融辉液化气有限公司
（闽融桥）农银保字（2003）第 66 号、
（闽融桥）农银抵字（2003）第 66 号、
福清支行
13497016、
13497024、
14097019）、
抵押担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一都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16、
13497024、
14097019）、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清市一都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2,038,007.39 645,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福清支行
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4097015）
济开发公司
（合同编号 14097015）
福清市华乐贸易有限公司
福清市福利橡胶厂
1,358,803.78 640,000.00
农银保字 1999 第 11 号、
农银抵借字 1999 第 10 号
融房押字第 99491 号、
农银保字 1999 第 11 号、
农银抵借字 1999 第 10 号
福清支行
福清市福利橡胶厂
福清市宏路宏兴养鳗场
1,045,976.27 466,000.00
农银保借字融农宏第 00018 号
福清市林业开发公司
农银保借字融农宏第 00018 号
福清支行
福清市建胜石材公司
1,732,174.43 451,000.00
农银保借字龙田 97 第 0039 号
福清市丰盛鞋业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龙田 97 第 0039 号
福清支行
福清市阳下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2,271,864.37 350,678.24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13497002）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13497002）
福清支行
98161010）、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福清市三山粮食经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08、
98161010）、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福清市三山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949,235.10
322,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497008、
福清支行
（合同编号 140297008）
济开发公司
140297008）
福清市渔溪粮食经济开发公司
772,800.46
255,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597008）
福清市粮食经济开发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3597008）
福清支行
福清市渔溪新侨果园
725,747.61
224,000.00
农银抵借字农 98 第 2 号、
农银抵借字 99 第 2 号
林龙
融房押字第 98352 号、
农银抵借字农 98 第 2 号、
农银抵借字 99 第 2 号
福清支行
福清市南峰再生胶厂
183,633.38
103,000.00
（融宏）农银借字（2004）第 041 号
陈后福、
福清市南峰再生胶厂
（融宏）农银抵字（2004）第 042 号、
（融宏）农银保字（2004）第 043 号
福清支行
福清市海口融达冷冻厂
275,619.74
67,000.00
农银抵借字 99 海第 A002 号
张久和
融房押字第 99178 号、
农银抵借字 99 海第 A002 号
福清支行
福州市农工商联合企业房地产开发 14,187,298.59 5,743,158.79 （鼓山营业厅）农银借字（2002）第 110401 号、
（鼓山营业厅）农银借展字
福州市农工商联合企业房地产开发公司
（鼓山营业厅）
农银抵字
（2002）
第
110401
号
福州鼓山支行
公司
（2003）第 11121 号
（鼓山连潘）农银抵字 2000 第 0627 号、
（鼓山连潘）农银抵字（2001）第 062901 号、
房
（鼓山连潘）
农银借字
（2000）
第 0627 号、
（鼓山连潘）农银借字第（2001） 石狮市闽达摩托车有限公司、
福州摩托车制造厂
9,814,647.14 3,000,000.00
福州摩托车制造厂 地产抵押清单（编号 01062901）号、
鼓山支行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为抵押人闽达公司 福州鼓山支行
第 062901 号
办理了该抵押物的解押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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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6020、
06022 号、
（闽营连）农银借展字
（2001）第 01001、
01002 号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1259 号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9067 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连潘第 990421 号、
农银保借字台连潘第 980728、 福州鼓山支行
980930、
990421 号
农银保借字马农渔第 981013 号、
农银保借字东街第 981215 号
福州东街支行
农银保借字湖东支行第 991230 号、
（湖东）农银保字（2000）第 02006 号

福州湖东支行

福建省洪山企业集团公司

榕华农银保借字 99 第 020 号

福州农工商联合企业供销公司
福州市油脂公司

（晋 104）农银抵字（2003）第 0001 号
（晋 108）农银抵字（2004）第 0001 号

福州市华林支
行
福州晋安支行
福州晋安支行

（闽营连）农银保字（2000）第 06017 号
（闽营连）农银抵字（2000）第 06004 号
连江县水产供销公司
连房押字第 9801710 号、
（闽营连）农银高抵字（2000）第 01259 号
福建丰大连江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闽营连）农银保（2000）第 09067 号
（签订日期 1992 年 7 月 28 日）、
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
契约贷款（签订于 1992 年 7 月 28 日）、
契约贷款（签订于 1992 年 12 月 31 福建省连江县苔菉琇垹（判决书上垹为王字旁，
但 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款协议书
款协议书（签订日期 1992 年 3 月 27 日）、
中国农业银行担保借款协议书（签订日期
日）、
契约贷款（签订于 1992 年 8 月 19 日）
查无此字）
1992 年 7 月 3 日）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1260 号
连江县水产供销公司贸易经营部
（闽营连）农银高抵字（2000）第 0126 号、
连房押字第 20000084 号
农银抵借字连黄第 98036 号、
（闽营连）农银借展字（2000）第
福建省连江黄岐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农银抵借字连黄第
98036
号、
（
闽营连）
农银借展字
（2000）第 35010910001 号
35010910001 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连江县粮食局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3041 号
福建省连江县敖江鞋帽服装厂
(闽营连)农银保字（2000）第 03023 号
（闽营连）农银保字（2003）第 01009、
01010 号，
（闽营连）农银抵字（2003）第 01023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3）第 01009、
01010、
01023 号
福建省连江县百货大楼、
梁建新、
杨嫩妹
号、
连房押字第 64 号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3）第 09030 号
连江县大官坂垦区西区开发有限公司
(闽营连)农银保字（2003）第 09030 号
农银借合同字第 95020 号
福建省连江县琯头海藻制品厂
农银借合同字第 95020 号
罗人银字第（96）001 号（该合同下抵押物已被拍卖用于偿还借款）、
抵押借款合同
（96）罗人银字第 001 号、
抵押借款合同（签订于 1994 年 2 月 22 日）
福建省罗源县航运公司
（签订于 1994 年 2 月 22 日）
《中国人民银行专项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996 年第 001 号。

福州新凯贸易有限公司、
连江县贵安新星养鳗场

福建省林业总公司、
福建中闽农业开发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专项贷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1996 年第 001 号、
1996 年第 002 号。

农银抵借字外第 9748 号

福建爱利星轻纺有限公司

（侯南屿）农银借字（2000）第 03014 号

福建天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兴爱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罗源支行
马尾支行

榕房押字第 97032—1 号、
农银抵借字外第 9748 号
马尾支行
（侯南屿）农银保字（2000）第 0301401 号、
（侯南屿）农银抵字（2000）第 0301401 号、
闽侯县支行
侯房押字第 2000-783 号。

福建省福清市华强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清市
福建省闽侯畅达华强养鳗场
5,802,058.20 2,920,000.00
（侯白沙）农银借字（2003）第 10008 号
(侯白沙)农银保字（2003）第 10008 号
闽侯县支行
海口加油站、
陈遵强
闽侯县青口后福第二养猪场
2,806,232.53 825,000.00
（侯青口）农银借字（2005）第 011 号
福州保税区隆盛贸易有限公司、
刘淑铨
(侯青口)农银保字（2005）第 011 号
闽侯县支行
闽侯县青口后福第三养猪场
1,124,357.70 500,000.00
（侯青口）农银借字（2003）第 03058 号
谢桂通、
叶旺菊、
吴炳华、
郑建飞
(侯青口)农银保字（2003）第 03050 号、
(侯青口)农银抵字（2003）第 03054 号
闽侯县支行
福建省闽侯县祥谦茶果厂
980,368.59
300,000.00
农银抵借字侯谦第 98006、
98007 号
福建省闽侯县祥谦工业开发公司、
马依灼
农银抵借字侯谦第 98006、
98007 号、
侯房押字第 98272、
98273 号
闽侯县支行
谢桂明、
谢桂通、
刘旭峰、
刘旭霄、
林建武、
刘锦水、
闽侯县青口后福第七养猪场
751,030.18
201,000.00
（侯青口）农银借字（2005）第 015 号
(侯青口)农银保字
（2005）
第
015
号、
(侯青口)农银抵字
（2005）
第
015
号
闽侯县支行
谢增锋、
卢思芳、
林少萍、
谢玉华、
董南燕
福建省闽清县璜溪柑桔试验场
6,398,856.75 1,993,000.00
农银抵借字金第 97004 号
闽清县璜溪柑桔试验场
农银抵借字金第 97004 号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坂东家具二厂、
陈干国、
福建强滋啤 （闽清）农银高抵字（2000）第 5041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0）第 5041 号、
（闽清）农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坂东家具二厂
2,617,037.22 8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0）第 5041 号
酒股份有限公司
银高保字（2000）第 5041 号、
梅房押字第 7769 号
闽清县营林公司
959,314.53
545,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订于 1995 年 12 月 26 日）
闽清县林业局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签订于 1995 年 12 月 26 日）
闽清县支行
（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7061-2 号、
梅房押字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池园镇电力管理站
1,061,686.26 394,000.00 （闽清）
农银借字
（2001）
第 7061-1 号、
（闽清）
农银借字
（2001）
第 7061-2 号 闽清县池园湄洋水电站、
闽清县池园镇电力管理站（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7061-1 号、
第 10249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1）第 7061-2 号
闽清县池园粮食管理站
1,367,549.84 382,300.00
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无编号及日期）
闽清县白中粮食管理站
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无编号及日期）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梅城粮食管理站
1,104,128.8 301,200.00
农银保借字梅第 98007 号、
农银保借字梅第 98009 号
闽清县梅溪粮食管理站
农银保借字梅第 98007 号、
农银保借字梅第 98009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塔庄粮食管理站
1,162,366.09 301,180.00
农银保借字（97）第 046 号、
农银保借字（96）第 001 号
闽清县省璜粮食管理站、
闽清县粮食局
农银保借字（97）第 046 号、
农银保借字（96）第 001 号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模具建材设备厂
934,535.37
3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7015 号
福建省闽清县模具建材设备厂
（闽清）农银抵字（2003）第 7015 号、
梅房押字第 030246 号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塔庄贸易公司
613,433.68
195,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4）第 6010 号
福建省闽清县塔庄贸易公司
(闽清)农银抵字（2004）第 6010 号、
梅房押字第 041517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农银抵字（2002）第 7044-1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2）第 7044-2 号、
梅房押字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家具涂料厂
455,395.87
170,000.00 （闽清）
农银借字
（2002）
第 7044-1 号、
（闽清）
农银借字
（2002）
第 7044-2 号
福建省闽清县家具涂料厂
第 12344 号
闽清县梅溪镇果场
258,965.58
125,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2072 号
闽清县梅溪镇塔山橄榄示范场
（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2072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梅溪粮食管理站
439,616.63
119,900.00
农银保借字梅第 97016 号
闽清县梅城粮食管理站
农银保借字梅第 97016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下祝粮食管理站
406,583.30
110,900.00
农银保借字（96）第 002 号
闽清县粮食局
农银保借字（96）第 002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金沙镇鹤垱村经济合作社 173,391.58
83,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8031 号
福建省闽清县金沙镇鹤墩村水电站
（闽清）农银抵字（2003）第 8031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金沙镇上演村经济合作社 193,044.34
79,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0）第 8072 号、
（闽清）农银借展字 2001 第 8052 号
闽清县南园柑桔场
（闽清）农银抵字（2000）第 8072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池园镇机砖厂
132,758.15
65,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7017 号
闽清县池园镇后演水电站
（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7017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金沙镇三太村经济合作社 138,288.38
59,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2）第 8048 号
福建省闽清金沙三太村水电站
（闽清）农银抵字（2002）第 8048 号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池园镇建筑工程公司 100,908.31
5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2）第 7072 号
闽清县池园镇后演水电站
（闽清）农银保字（2002）第 7072 号
闽清县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
2000 年 1 月 15 日签订的
1999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
2000 年 1 月 15 日签订的
〈保证担保 福州台江支行
福州市金属材料总公司
50,178,592.46 13,734,490.00 1999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
福州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
借款合同〉
、
（台）农银保字（群）第 0126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08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053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09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08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053 号、
榕房押 福州台江支行
福建省水产海运公司
23,521,459.53 5,612,587.00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09 号、
福建省水产海运公司
号、
字第 98A00479 号
0398020506 号、
（营）农银借延协字第 03990223 号、
农银 福州登宏柴油机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福州邦迈投 农银保借字营第 0398020506 号、
（营）农银借延协字第 03990223 号、
农银保借字营
福建省寿宁县纸张供应站福州经营 12,209,269.46 3,714,472.00 农银保借字营第
保借字营第 0398060909 号、
（国）农银借延协字第 03990102 号、
农银保借 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闽鲁纸业有限公司、
福州 第 0398060909 号、
（国）农银借延协字第 03990102 号、
农银保借字营第 0398072929 福州台江支行
部
字营第 0398072929 号、
（国）农银借延协字第 03990731 号
大洲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福州德亚实业公司。
号、
（国）农银借延协字第 03990731 号
（台江津泰）农银
农银抵借字津泰第 99004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台江津泰）农银借展字 福州台江支行
福州市土产蓄产进出口公司
6,545,930.68 1,830,000.00 农银抵借字津泰第 99004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州市土畜产进出口公司
借展字（2000）第 0410 号借款展期协议。
（2000）第 0410 号借款展期协议。
福建省金泰克集团公司
5,122,113.55 1,500,000.00
农银保借字南街第 98051810 号、
（津泰）农银借延协字第 99007 号
石狮市鑫泰克服饰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南街第 98051810 号
福州台江支行
福建省晨光集团华锦建材经营场 4,519,766.65 1,190,000.00
（95）农银借合同字第 0410 号
福建省晨光集团公司
（95）农银借合同字第 0410 号
福州台江支行
福建省晨光集团建材公司
2,984,737.92 780,000.00
（95）农银借合同字第 0411 号
福建省晨光集团公司
（95）农银借合同字第 0411 号
福州台江支行
福州市农业经济开发服务中心饲料
福州市农业经济开发服务中心饲料厂、
福州市农
1,134,818.83
399,765.79
农银抵借字
99
第
1021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13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16
号
农银抵借字
99
第
1021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13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16
号
福州台江支行
厂
业经济开发服务中心
福建省分行营
福建省技工学校工业联合公司
3,152,438.56 908,030.00
1992 年 8 月 10 日签订《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合同（自办）
》
福建省社会劳动保险公司
1992 年 8 月 10 日签订《中国人民银行借款合同（自办）
》
业部营业厅
永泰县东门市场开发经理部
5,116,496.38 1,700,000.00
农银抵借字 99 第 099 号、
农银抵借字 99 第 134 号 .
永泰县东门市场开发经理部
农银抵借字 99 第 099 号、
农银抵借字 99 第 134 号、
榕房押字第 99888、
99625 号
永泰支行
永泰县梧桐镇发电站
2,385,199.65 910,000.00
（永泰）农银借字（2005）第 006 号
永泰县梧桐镇发电站
（永泰）农银抵字（2005）第 008 号
永泰支行
第 042 号、
（永泰）农银借字（2001）第 077 号、
(永 福建省永泰县种子公司、
福建省永泰县农业技术 （永泰）农银抵字（2001）第 037 号（永泰）农银保字（2001）第 014 号、
榕房押字第
福建省永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1,477,259.37 600,000.00 （永泰）农银借字（2001）
永泰支行
泰）农银借展字（2002）第 005 号
推广中心
2001928 号
（永泰）
农银抵字
（2001）
第
034
号、
（
永泰）
农银抵字
（2001）
第
062
号、
榕樟房押字第
永泰县蛋鸡场
1,743,659.33 600,000.00
（永泰）农银借字（2001）第 075 号、
（永泰）农银借字（2001）第 039 号
永泰县蛋鸡场
永泰支行
20011333 号、
榕房押字第 2001922 号
永泰县城关造纸厂
312,547.50
90,000.00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98 号
邹史青、
郑依瑞、
张素珠、
涂竹英
樟房押字第 98436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98 号
永泰支行
福建省永泰县社会福利厂
140,900.56
79,997.00
合同字第乡企 01 号、
合同字第乡企 02 号
永泰县民政局
合同字第乡企 01 号、
合同字第乡企 02 号
永泰支行
农银抵借字梅花第一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一百一十三号（长乐市支行）农银抵
农银抵借字梅九八第六十九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八第八十七号、
农银抵
字
（2000）
第
09010
号、
长房押字第
97102
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八第六十九号、
农银抵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九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
福建省文岭茶厂
7,462,744.87 2,369,600.00 借字梅九八第零八号、
福建省文岭茶厂
借字梅九八第八十七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八第零八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九号、 长乐支行
三十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四十四号、
（长乐市支行）农银借字（2000）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三十号、
农银抵借字梅九九第四十四号、
（长乐市支行）农银借
第 09017 号、
银抵借字梅九九第一百一十三号、
农银抵借字梅花第一号
字（2000）第 09017 号、
长房押字第 20067 号
福建省长乐市陶瓷厂

777,069.75

350,000.00

(长乐市支行)农银借字(2003)第 001 号

福建省长乐市陶瓷厂

(长乐市支行)农银抵字(2003)第 001 号、
长房押字第 031674 号

长乐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