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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三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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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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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1 日
公告清单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债权金额截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1

福建闽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

2

福州骏兴经贸有限公司

15,416,646.62

3
4

福州东日贸易有限公司
福州上智保安设备有限公司
福州大地广告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福州大道园艺有限公司
福州埃尔凯福通电气有限公
司

12,506,027.99
8,302,850.91

8

福州朝宇标准件有限公司

4,420,805.36

9

福州邦辉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

3,563,869.04

5
6
7

10
11
12
13
14
15
16

福州螺江花果种苗有限公司
福州永达彩色包装印刷有限
公司
福州市郊区建新乡十字亭基
地综合六场
福州市仓山盖山江边茶厂
福州林浦洲基地健志猪场
福州市仓山下湖彩印厂
福州市建新乡浦上村第三畜
牧场

债权总额

其中贷款本金
余额

4,876,237.63
5,168,248.41

福建闽丰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建华美娱乐有限公司

(农行仓支)农银保字（2001）第 130305 号

福州仓山支行

农银保借字 980180 号、
农银保借字 980230 号、
农银保借字
980179 号

福州仓山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95006 号

福州仓山支行

1,275,000.00

农银保借字 980180 号、
农银保借字 980230 号、
农银保借字 980179 号

3,581,627.31

80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95006 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签订于 1995.03.11）

福州市城门企业集团总公司

1,284,640.51

317,000.00

农银保借字（仓建）第 014 号

福州市仓山区建新乡刘宅村经济合作社

农银保借字（仓建）第 014 号

福州仓山支行

502,249.71
347,068.65
262,810.47

280,000.00
196,788.25
150,000.00

农银保借字（盖企）第 98008 号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 2003 第 09023 号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 2003 第 03036 号

农银保借字（盖企）第 98008 号
（仓山支行）农银抵字 2003 第 09023 号
（仓山支行）农银抵字 2003 第 03036 号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福州仓山支行

725,440.17

145,000.00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江边经济合作社管理委员会
林建志、
杨爱娇
张敬武、
张西珠
福州市郊区建新乡浦上村经济合作社

18

福建京华装饰装修有限公司

23,959,416.83

7,800,000.00

19

福建省福清市万年农牧有限
公司

19,984,250.99

5,910,000.00

20

福清市腾飞家禽发展公司

14,653,825.11

4,000,000.00

21

福建常春藤制衣有限公司

9,013,013.29

3,910,000.00

22 福清市德财饲料水产有限公司 7,507,431.39

3,593,000.00

10,661,564.47

3,00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1995.7.24）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黄题新、
福建闽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农银借字（2002C）第 014 号

福清兴华丝绸装饰制品有限公司、
福州京华威尼斯
啤酒城有限公司

（融）农银保字（2002C）第 014 号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12）、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抵押
福清市华兴农牧有限公司、
福清多福大酒店有限公 融房押字第 97338 号、
农银保借字融营 D 第 98003 号、
中国农业
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12）、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融营 D 第 98003
司、
福清市万年养猪场
发展银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12）
号）
农银保借字 96 第 B013 号、
抵押借款合同（合同一抵押人：
林樵
抵押借款合同（合同一抵押人：
林樵福；
合同二抵押人：
陈忠开；
合同三抵押人：
福清市
福建省三华实业有限公司
福；
合同二抵押人：
陈忠开；
合同三抵押人：
福清市腾飞家禽发
腾飞家禽发展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 96 第 B013 号
展公司）
福清市胜兴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金铖轻工实业 （融）农银保字（2002）第 D007 号、
（融）农银保字（营 2003）第
（融）农银借字（2002）第 D007 号、
（融）农银借字（营 2003）第 D012 号
有限公司、
陈能榕
D012 号
（融）农银借字（2003）第 D12 号、
（融）农银借字（2003）第 D13 号、
（融）农银借字
福清辉旺制衣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盛佳陶瓷有限 （融）农银保字（2003）第 D12 号、
（融）农银保字（2003）第 D13
（2003D）第 010 号
公司、
何同财、
张忠和、
翁吓琴
号、
（融）农银保字（2003D）第 010 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05）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25198003、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25198002

25 福清市胜兴畜牧发展有限公司 4,701,905.62

1,980,000.00

（融）农银借字（2002）第 D011 号

27

福清市东星润滑油有限公司

6,007,022.22

1,800,000.00

农银保借字 98 第 029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044 号

28

福建日怡花卉有限公司

11,132,661.68

1,506,431.03

（融）农银借字（2000）第 D021 号、
（融）农银借字（2000）第 D036 号、
（融）农银借字
（2000）第 D053 号、

29 福清市金诚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5,076,607.73

1,500,000.00

30

福清市东方水产养殖公司

5,025,241.27

1,400,000.00

32

福清市港华联营化肥厂

2,636,206.72

1,196,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融农银保港借字 1998 第 923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821 号）

33

福清市日光家私有限公司

2,351,696.41

993,2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 97 第 14 号、
农银保借字 97 第 003 号）

34 福清市康联火警监控服务中心 2,625,888.83

80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营 98C 第 010 号）

36

1,636,766.43

590,000.00

37 福清市紫云装璜装饰有限公司 1,900,066.67

503,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03）

福州旺福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05）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15297003）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市雄都畜牧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清灵石天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25198003、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编号：
然矿泉水有限公司
25198002
福建常春藤制衣有限公司、
福建金铖轻工实业有限
（融）农银保字（2002）第 D011 号
公司
福清市峰盛种禽开发有限公司、
福清市棋山食品蔬
农银保借字 98 第 029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044 号
菜罐头厂、
福清市海口建筑工程公司
（融）农银保字（2000）第 D021 号、
（融）农银保字（2000）第 D036
福建信芳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号、
（融）农银保字（2000）第 D053 号。
福清市三山大扁垦区管理处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福清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融城第 98061-1 号、
农银保借字
福清支行
融城第 98061-2 号）
福清市茂华水产贸易有限公司、
福清市华乐贸易有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融农银保港借字 1998 第 923 号、
农银保借
福清支行
限公司
字 99 第 821 号）
福清市海口平旺养猪场、
福建省福清市华盛木制品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 97 第 14 号、
农银保借字 97 第
福清支行
有限公司、
福清市日光电脑机房装备厂
003 号）、
榕房押字第 97213 号
福清市融通冷轧螺纹钢厂、
福建省福清市必盛钢结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营 98C 第 010 号）
福清支行
构有限公司
（融农宏）农银保字（2001）第 093 号、
（融农宏）农银保字（2002）
福清市南峰再生胶厂
福清支行
第 025 号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融农宏第 97077 号、
农银抵借
黄延和、
周宝妹
福清支行
字融农宏第 00072 号）、
榕房押字第 97185、
97329-1、
97329-2 号
农银保借字 97 第 027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闽直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泉州市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98）第 31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闽直（98）第 42
州市福新支行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闽直(98)第 30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第 98050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州市福新支行
福建省雅利达房地产开发公司、
泉州市丰泽区泉秀 农银抵借字闽直(98)第 16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
中国农业银行福
城市房地产公司、
富丽明中联（福建）开发建设有限 保借字闽第 98148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 97 第
州市福新支行
公司
026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不可撤销保证书》编号：
98148
中国农业银行福
商地（福建）置业公司
农银抵借字闽营新 99 第 004 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州市福新支行
福建正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森林贸易发展有限 (福新)农银保字(2001)第 62 号、
(福新)农银保字(2001)第 13 号、
公司、
福州新正亚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福州音乐皇 (福新)农银保字(2001)第 02 号；
黄亚生、
陈海澜、
张秀忠、
郑浩签 福州福新支行
庭音响有限公司、
黄亚生、
陈海澜、
张秀忠、
郑浩
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福建省森林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正亚集团有限 (福新)农银保字(2001)第 12 号、
(福新)农银保字(2001)第 03 号、
公司、
福州新正亚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福州正亚音 (福新)农银保字(2001)第 63 号、
黄亚生、
陈海澜、
张秀忠签订的 福州福新支行
像有限公司、
黄亚生、
陈海澜、
张秀忠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第 98061 号
州市福新支行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 96 年 1-A 第 12 号、
农银 96 年 1-A 字第 中国农业银行福
张永强、
袁龙芬、
张庆生、
张惠芬
14 号
州市福新支行
福建华利房地产有限公司、
福州温泉度假娱乐有限 （鼓楼）农银保字（2005）第 NYF001 号、
（鼓楼）农银保字（2005）
福州鼓楼支行
公司（现更名为：
福州怡和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第 YF01 号、
（鼓楼）农银保字（2005）第 YF02 号《保证合同》
（鼓楼）农银保字（2004）第 FY01、
FY06、
FY07、
FY021 号、
福建国石堂工艺品有限公司、
福州岭头畜牧养殖发 FYG062004、
FYG2004071、
FYG2004072、
FYG2004021 号《保证
展有限公司、
福建大拇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孙文
合同》（
；鼓楼）农银抵字（2003）第 1218001 号《抵押合同》； 福州鼓楼支行
031218001、
0312180012 号《个人担保声明书》；
FY011、
FY012
坚、
孙文总、
吴雪英、
陈美芳
号《个人担保声明书》
（鼓楼）农银保字（2004）第 WQ01 号《保证合同》、
高友璋 2004 年
福建省怡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高友璋
福州鼓楼支行
2 月 6 日《个人担保声明书》
福建省怡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华利房地产有（鼓楼）农银保字（2005）第 HS01 号、
江德旺、
高友璋 2005 年 3 月
福州鼓楼支行
限公司、
江德旺、
高友璋
10 日《保证合同》
高友璋、
江德旺、
福州怡和装饰装修工程有限公司 （鼓楼）农银保字（2004）第 WQ01 号、
江德旺、
高友璋 2004 年 4
福州鼓楼支行
（原福州温泉度假娱乐有限公司）
月 16 日《保证合同》
（鼓楼）农银保字（2004）第 R402 号、
（鼓楼）农银保字（2005）第
福建天正计算机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天正资信担保
R502 号、
（鼓楼）农银个保字（2004）第 R402 号、
（鼓楼）农银个保 福州鼓楼支行
有限责任公司、
林文挺、
梁婴
字（2005）第 R502 号
伊法达（福建）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中国青年旅行 农银保借字第 98062 号、
农银保借字第 98068 号、
农银保借字 99
鼓屏支行
社
第 0330 号、
农银保借字 96 第 1118-2 号
农银保借字 98 第 1117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0713 号、
农银保借
福建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鼓屏支行
字 99 第 0203 号
福建长峰工贸有限公司、
雅柏（福州）实业有限公
司、
福建理邦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德盛农业综合开
农银保借字闽第 99101 号、
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41
鼓屏支行
发有限公司
福州金利多纺织有限公司、
福建成龙海洋公园管理
（屏）农银高保字（2000）第 0710 号
鼓屏支行
有限公司
福建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泉州市湖心大酒店有
中国农业银行福
编号第 98139 号《不可撤销担保书》、
农银保借字闽第 97139 号
限公司
州市鼓屏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编号第 98111 号《不可撤销担保书》、
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11 号
州市鼓屏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24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州市鼓屏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吉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鼓屏）农银抵字（2001）第 0625 号、
榕房押字第 2001B00058 号
州市鼓屏支行
（鼓屏）农银高保字（2001）第 0314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2002 中国农业银行福
福建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
任忠民
年 1 月 9 日任忠民《个人担保声明》
州市鼓屏支行
福建常春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农银抵借字 97 第 025 号
鼓屏支行
福建八闽汽车总厂、
福建美雅磁带工业有限公司、 （鼓屏）农银保字（2000）第 1204 号、
黄炳灿个人担保声明书
鼓屏支行
黄炳灿
（2002.3.18）
福州诚联贸易有限公司
农银抵借字 96 第 067 号
鼓屏支行
福州鸿华船务有限公司
农银抵借字 96 第 058 号
鼓屏支行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融城第 98061-1 号、
农银保借字融城第 98061-2 号） 福清市宏路联营纸箱厂、
福建省亿康集团有限公司

（融农宏）农银借字（2002）第 025 号、
（融农宏）农银借字（2001）第 093 号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融农宏第 97077 号、
农银抵借字融农宏第 00072 号）

农银保借字 97 第 027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闽直（98）第 31 号《保证担保
58,794,066.17 19,000,000.00 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闽直（98）第 42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闽）农银借延协字第
98011 号。
农银保借字闽直(98)第 30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第 98050 号《保证担保
58,601,605.66 17,940,000.00
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闽直(98)第 16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48 号
47,879,534.13 14,225,64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 97 第 026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闽）农银借延协
字第 98148 号、
第 98010 号《延期还款协议书》。

38

福州玉祥经贸有限公司

39

福州奇榕贸易有限公司

40

福建玉祥集团有限公司

41

商地（福建）置业公司

42

福州正亚发展有限公司

26,424,784.99

6,200,000.00

(福新)农银借字(2001)第 10 号、
(福新)农银借字(2001)第 52 号、
(福新)农银承字(2001)
第 01 号

43

福州音乐皇庭音响有限公司

25,670,619.26

5,380,000.00

(福新)农银借字(2001)第 09 号、
(福新)农银借字(2001)第 53 号、
(福新)农银承字(2001)
第 02 号

45

福州金樱贸易有限公司

14,543,464.79

4,470,000.00

农银保借字第 98061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46

惠安县西华万盛石材厂

8,702,053.97

2,300,000.00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 96 年 1-A 第 12 号、
农银 96 年 1-A 字第 14 号

29,167,375.31 10,000,000.00 农银抵借字闽营新 99 第 004 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新)农银借展字(2000)第 02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5）第 NYF001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5）第 YF01 号、
（鼓楼）农银
借字（2005）第 YF02 号《借款合同》

48

福州福亚工艺品有限公司

20,652,547.61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FY01 号、
8,010,000.00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FY06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FY07 号、
（鼓楼）农银借
字（2004）第 FY021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3）第 1218001 号《借款合同》

49

福州怡和装饰装修工程有限
公司

15,325,263.81

7,450,000.00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WQ01 号
《借款合同》

50 福建省鸿森娱乐服务有限公司 13,112,881.63

5,000,000.00

（鼓楼）农银借字（2005）第 HS01 号《借款合同》

51

福建怡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9,495,756.60

4,000,000.00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YF01 号
《借款合同》

52

福建省天安消防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

11,588,037.83

3,916,742.39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R402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5）第 R502 号

农银保借字第 98062 号、
农银保借字第 98068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0330 号、
农银保借
字 96 第 1118-2 号、
闽农银借延协字第 91022 号
农银保借字 98 第 1117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0713 号、
农银保借字 99 第 0203 号《最高额
37,868,014.15 11,757,598.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屏）农银借延协字第 981117 号

53 福建合纵系统与网络有限公司 102,169,481.32 31,171,800.00
54

福州诚兴五金有限公司

55

福州暹罗百货有限公司

33,281,582.66 10,480,000.00

56

福州嘉荣贸易有限公司

15,163,481.96

5,000,000.00

(屏）农银借字（2000）第 0710 号

57

福州玉龙经贸有限公司

16,330,805.23

4,660,000.00

农银保借字闽第 97139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58

福建泉州市湖心大酒店有限
公司

15,034,708.49

4,470,000.00

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11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闽）农银借延协字第 98111 号

59

福州金樱贸易有限公司

14,052,026.20

4,470,000.00

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24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60 福建吉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3,750,694.19

3,116,597.00

(鼓屏)农银借字(2001)第 0625 号《借款合同》

61

福建福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7,545,956.63

3,100,000.00

62

福州乐康贸易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闽第 99101 号、
农银保借字闽第 98141 号、
农银借延协字第 98141-2 号

10,983,532.00

3,000,000.00

(鼓屏)农银借字(2001)第 0314 号
《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 97 第 025 号

63 福建省三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7,617,265.51

2,950,000.00

（鼓屏）农银借字（2000）第 1204 号

64
65

1,460,000.00
354,378.00

4,779,086.78
1,063,537.17

福州仓山支行

（融银都）农银借字（2003）第 02 号、
（融银都）农银借字（2003）第 03 号

2,000,000.00

47 福建省怡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41,270,891.56 15,800,000.00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1995.7.24）
（融银都）农银抵字（2003）第 02 号、
（融银都）农银抵字（2003）
第 03 号、
（融银都）农银保字（2003）第 01 号

24 福清市雄都畜牧开发有限公司 6,708,156.82

福州诚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鸿华船务有限公司

原贷款行

4,140,992.87

69,583,742.10 27,450,000.00

福清市博龙贸易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福州福钦通用电器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螺洲店前
塑胶制品厂、
福州螺江花果种苗有限公司

福建闽都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清市海珍品水产养
殖有限公司

农银抵借字第 960124 号、
农银抵借字 97 第 0004 号、
农银抵借字 970076 号

1,400,000.00 （农行仓支）农银借字（2001）第 130303 号、
（仓山农行）农银借展字（2002）第 130002 号

17

23

担保人名称

农银抵借字第 960124 号、
农银抵借字 97 第 0004 号、
农银抵借
字 970076 号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第（2005）第 01007 号、
福建大世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元闽集团有限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第（2005）第 01007 号、
35101200600002265、
35101200600002337、
35901200600003415、
35901200600004956《保证合同》；
7,000,000.00
公司、
福州龙煌冷冻空调工业有限公司、
李水妹、
王
35101200600003675《借款合同》
35902200600003878《抵押合同》、
《保证合同》
（签订于
德金、
陈国水
2006.3.15）
5,072,586.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4）第 130314 号
福州安泰房地产有限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抵字（2004）第 130314 号
4,00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5）第 130308 号
福建宝隆投资有限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5）第 130308 号
福州融昌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顺华房地产开发
2,10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3）第 03039 号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3）第 03039 号
有限公司、
陈亦平、
林朱钦
1,950,000.00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1）第 130320 号
福州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1）第 130320 号
（仓山支行）农银借字（2001）第 10017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980024 号、
农银抵借字第 福建省机械工业进出口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
(仓山支行)农银保字（2001）第 10017 号、
农银抵借字 98 第
1,820,000.00
990005 号
乾元村民委员会
980024 号、
农银抵借字 990005 号、
榕房押字第 98A00174 号
农银抵借字第 97072201 号、
《外汇借款合同》农榕银仓外字第 90-01 号、
《中国农业银行
农银抵借字第 97072201 号、
《中国农业银行抵押借款协议书》、
1,428,376.00
福州朝宇标准件有限公司、
福州市仓山区建工局
抵押借款协议书》
《不可撤销担保书》
（签订于 1990.7.10）

56,203,673.21 14,800,000.00

4,409,920.49

借款合同编号

农银抵借字 96 第 067 号、
《延期还款协议书》
（签订于 1997.7.28）
农银抵借字 96 第 058 号、
（闽）农银借延协字第 97-0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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