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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接第 10 版）
66 福州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920,409.12
67 福州凯安山庄俱乐部有限公司 38,143,458.86
68
69

福建顺鹏鞋业有限公司
福州榕源保温容器有限公司

1,859,728.90
2,327,467.79

70

福建博大投资有限公司

81,158,785.47

71

福州原豹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42,218,193.27

74

福州海吗哪饭店有限公司

2,905,060.07

75

福州星晨实业有限公司

27,177,524.56

77

福建侨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094,052.27

78 福州保税区宅田贸易有限公司 11,523,877.76
79

福建中闽发电机有限公司

9,734,739.62

80 连江县贵安龙山鳗鱼养殖公司 19,100,711.74
福建省连江县筱埕供水有限公
3,371,710.01
司
福建省连江县浦锋石材有限责
82
1,859,964.30
任公司
81

83 福建省连江县百胜福利塑胶厂
84

福建省康隆食品厂

农银抵借字农鼓银第 98925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榕房
福州鼓山支行
押字第 98B0169 号
农银抵借字鼓山第 970423 号、
榕房押字第 97B0044 号、
农银抵
9,358,500.15
农银抵借字鼓山第 970423 号、
农银抵借字 9703 第 12 号
福州凯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鼓山支行
借字 9703 第 12 号
972,000.00
中国农业银行效区鼓山国际业务部借款合同（1993 年 12 月 9 日签订）
福建铁路经济发展总公司、
陈能汉
不可撤销担保书（1993 年 12 月 9 日签署）
福州鼓山支行
645,145.00
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1998 年 1 月 23 日）
福州扬帆空调有限公司
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1998 年 1 月 23 日）
福州鼓山支行
35901200600003417（保证人：
广东中信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广东中信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山东省凯悦旅游有 35901200600003417（担保人：
福州明炎仪表有限公司、
赖明桦、
28,343,882.23
（湖东）农银借字（2005）第 01020 号、
35101200600002267
福州湖东支行
限公司、
福州明炎仪表有限公司、
赖明桦、
赖炎洪 赖洪炎）、
（湖东）农银保字（2005）第 01020-1、
01020-2、
01020-3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3）第 012031 号、
（鼓楼）农银借字（2004）第 012008 号、
（鼓楼）农银
（鼓楼）农银保字（2003）第 012031 号、
（鼓楼）农银保字（2004）第
15,990,000.00
福州海峰文具有限公司
福州湖东支行
借字（2004）第 012012 号
012008 号、
（鼓楼）农银保字（2004）第 012012 号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华营第 970911-2 号）；
抵押担保
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华营第 970911-2 号）；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
800,000.00
福建省海吗哪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华营第 970911-1 号）；
长乐市房地产抵押 福州鼓楼支行
华营第 970911-1 号）
合同（长房押字第 97081 号）
农银保借字 96 第 045 号、
闽农银抵借字 96 第 045 号、
闽农银营保借延协字第 97-016、 福州怡和房地产有限公司、
福清市福嘉房地产开发
中国农业银行福
6,830,000.00
农银保借字 96 第 045 号、
闽农银抵借字 96 第 045 号
97-017 号
有限公司
州市华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福
4,000,000.00
华农银抵借字 99 第 006 号
福建侨海电子有限公司
华农银抵借字 99 第 006 号、
融房押字第 99038 号
州市华林支行
中国新兴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福州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福
3,500,000.00
农银保借字 98 第 017 号、
（华）农银借延协字第 99003 号
农银保借字 98 第 017 号、
陈钦英 1998 年 8 月 28 日出具的担保书
陈钦英
州市华林支行
（闽）农银营抵借字 98 第 011 号、
长房押字第 98209 号、
榕房押字 中国农业银行福
3,000,000.00
（闽）农银营抵借字 98 第 011 号
福建东闽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第 98209 号
州市华林支行
福建安升特种水产饲料有限公司、
连江县贵安龙山 （闽营连）农银保字（2000）第 06005 号、
（闽营连）农银抵字
6,168,000.00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6023 号、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0）第 06021 号。
连江县支行
鳗鱼养殖公司
（2000）第 06005 号
福建省连江县马鼻自来水厂、
福建省连江县官坞海
1,450,000.00
农银保借字连营第 9833 号、
连营 97011、
（闽营连）农银借展字（2003）第 001 号
农银保借字连营第 9833 号、
连营 97011
连江县支行
洋开发有限公司
9,960,000.00

农银抵借字农鼓银第 98925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福州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00.00

农银抵借字连丹第 992002 号

陈如锋

992,892.61

450,000.00

2,773,946.30

448,000.00

农银抵借字连丹第 992002 号、
连房押字第 990080 号

连江县支行

农银抵借字 99 第 072、
082、
090 号、
连房押字第 990495 号、
房屋
抵押贷款合同
(闽营连）农银借（2000）第 06003 号、
（闽营连）农银借展字（2000）第 06001 号、
农银保借 福建省供销贸易综合经营部、
福建省供销贸易福州 （闽营连）农银保字（2000）第 06001 号、
农银保借字连潘第
字连潘第 9908031 号
经营部。
9908031 号
农银抵借字 99 第 072、
082、
090 号

福建省连江县百胜福利塑胶厂

连江县支行
连江县支行

福建省连江县万事达水产渔需
86
421,840.31
有限公司
87 福州连菱机具制造有限公司
385,865.16
88 福建帅孚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7,492,204.68

185,000.00

农银保借字连敖 98 第 029 号

福建省连江县敖江润滑油厂

农银保借字连敖 98 第 029 号

连江县支行

60,000.00
3,341,090.24

(闽营连)农银借字（2002）第 03001 号
（罗）农银借字（2003）第 008 号

林万诚、
滕婉贞
福建帅孚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连江县支行
罗源支行

89 福建省中威纺织工业有限公司 21,390,774.93

8,600,000.00

（马尾）农银借字（2002）第 03012 号、
（马尾）农银借字（2002）第 03016 号。

福建省神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闽营连)农银高抵字（2001）第 03007 号、
连房押字第 2010540 号
（罗）农银抵字（2003）第 007 号、
罗房押字第 20031394 号
（马尾）农银保字（2002）第 03005 号、
（马尾）农银保字（2002）第
03006 号。

福州开发区伟望副食品有限公
18,059,819.58
司

6,000,000.0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17497334 号

福州生洋油料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17497334 号

马尾支行

N035901200600001328、
N035901200600001355

闽侯县支行

农银抵借字青第 026 号、
侯房押字第 97582、
97583、
97584 号

闽侯县支行

90

4,473,641.74

1,900,000.00

N035101200600000461

福州世纪星制药有限公司、
福州永胜达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肖新平、
叶家棉

福建省闽侯康华塑料制品有限
92
2,980,972.44
公司

1,301,000.00

农银抵借字青第 026 号

福州康益实业有限公司

91

福州华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93 福建省闽侯东亚化工有限公司

878,498.99

95 福建省闽清龙强陶瓷有限公司 83,396,335.74

96

97

福建强滋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5,067,691.29

福建省闽清金德利陶瓷实业有
24,552,741.25
限公司

98 福建省闽清四方釉料有限公司 14,420,778.13

(侯白沙)农银保字（2004）第 10003 号（保证人：
福建省闽侯亚丰
工贸有限公司）、
(侯白沙)农银保字（2004）第 10003 号（保证人：
林玉希）
（闽清）农银保字（2000）第 1118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0）第
（闽清）农银借字（2000）第 1118 号、
1164 号、
1165 号；
（闽清）农银借展字（2001）第 1105、福建省闽清腾龙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龙强陶
27,000,000.00
1164 号、
1165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1135-2 号、
梅房押字
1135 号
瓷有限公司
第 7772、
9890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1135-1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4）第 5023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4）第
福建省闽清金德利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
5023 号（保证人：
陈焕娇、
许传书、
郑赛钦、
黄敬生、
黄敬立）、
（闽
县陶瓷机械设备制造厂、
许传书、
郑赛钦、
黄敬生、
8,275,407.00
（闽清）农银借字（2004）第 5023 号
清）农银保字（2004）第 5023 号（保证人：
福建省闽清金德利陶瓷
黄敬立、
福建省闽清县啤酒厂、
许传铭、
陈焕娇、
福
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县陶瓷机械设备制造厂）、
梅房押字
建强滋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 041674、
041675 号
福建省闽清金德利陶实业有限公司利、
福建省闽清
（闽清）农银保字（2004）第 3035-1 号、
3035-2 号、
3035-3 号；
（闽
7,8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4）第 3035 号
旭日陶瓷有限公司、
林自香、
黄雪明、
林自丰、
林自
清）农银抵字（2004）第 3035 号；
梅房押字第 041171 号
钿。
福建省闽清四海瓷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恒丰瓷
4,4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5）第 5020 号
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金德利陶瓷实业有限公
（闽清）农银保字（2005）第 5020 号
司、
福建省闽清县樟山钢砖厂。
500,000.00

（侯白沙）农银借字（2004）第 10003 号

福建省闽侯亚丰工贸有限公司、
林玉希

福建省闽清县依莉莎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捷 (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4054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4054兴建材有限公司、
卢津、
陈可青
1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3)第 4054 号、
梅房押字第 031806 号

99 福建省闽清捷兴建材有限公司 10,210,820.93

4,3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4054 号

100

4,914,687.77

2,13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4）第 1081、
1082 号

福建省闽清宏兴陶瓷原料有限
4,925,656.53
公司

2,0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4053 号

103 福建省闽清神力瓷业有限公司 5,890,682.83

2,0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1）第 7017 号

福建省闽清佛美陶瓷有限公司、
夏长强

104 福建省闽清成功贸易有限公司

7,136,368.77

1,924,045.00

（闽清）农银借字（2005）第 2010 号

福建省闽清四海瓷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金马包
装有限公司、
张宜太、
黄良英、
刘进杰、
黄可基

福建省闽清日日旺贸易有限公
6,938,923.71
司

1,48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4)第 3028 号、
（闽清）农银借字（2005）第 4001 号

1,479,928.00

(闽清)农银借字第(2001)第 5047 号

796,000.00

农银抵借字池第 98059 号、
农银抵借字池第 98063 号

陈学灼、
张仁玉、
陈友明、
郭尚财

102

105

福州盛兴经贸有限公司

106 福建省闽清七星瓷业有限公司
108

4,287,453.16

福建省闽清富盛水产养殖有限
2,623,996.81
公司

陈福盛、
陈兆真、
陈兆莺、
吴圣银、
福建省闽清旭日
（闽清）农银抵字（2004）第 1081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4）第
陶瓷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清恒丰瓷业有限公司、
刘
1082、
1082 号、
梅房押字第 041202 号
雪英
保证合同(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4053 号（保证人：
福建省闽清
福建省闽清捷兴建材有限公司、
胡祖钗、
姚美烽 捷兴建材有限公司）、
保证合同(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4053 号
（保证人：
胡祖钗、
姚美烽）、
(闽清)农银保字(2003)第 4053 号

福建省闽清华辉陶瓷有限公司,福建省闽清腾龙陶
瓷有限公司,福建省闽清金马包装有限公司、
刘丽
群、
刘宜华
福建省闽清七星瓷业有限公司、
黄拔祥、
福建强滋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109 福建省闽清闽星纸业有限公司

1,479,381.88

702,155.00

农银抵借字塔第 98051 号、
农银抵借字塔第 99010 号、
农银抵借字塔第 99011 号、
农银
抵借字塔第 99009 号

福建省闽清闽星纸业有限公司、
黄德镇、
闽清县塔
庄镇经济委员会

111 福建省闽清县白樟质达陶瓷厂

744,843.67

350,000.00

农银抵借字樟第 98139 号、
农银抵借字樟第 98138 号

福建省闽清县白樟质达陶瓷厂,陈吉屏、
林桂仙

113 福建省闽清常鑫窑业有限公司

684,255.81

29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3)第 3066 号

福建省闽清常鑫窑业有限公司、
潘义贞、
张兰仙

114 福建省闽清长富陶瓷有限公司

514,397.07

20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1)第 3066 号

115
116

327,111.69
270,664.60

160,000.00
130,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1）第 6028 号
农银抵借字营第 99162 号

118 福建省闽清锦鸿贸易有限公司

244,868.18

72,000.00

（闽清）农银借字（2000）第 2005 号

120 闽清县城关华亭装饰材料厂

63,342.43

29,000.00

农银抵借字（97）第 118 号、
农银抵借字营 97010、
97023 号

121 福州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7,243,978.12

8,380,000.00

农银抵借字营第 02990110048 号、
（营）农银借延协字第 99002 号、
变更协议（签订于
1999.12.31）、
农银抵借字农鼓银第 98925 号

122 福建省乐峰数码影像有限公司 11,266,353.65

5,580,000.00

（台国）农银借字（2004）第 120101 号、
（台国）农银借字（2004）第 120102 号

123 福州市乐峰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11,065,890.21

5,480,000.00

（台国）农银借字（2004）第 111001 号、
（台国）农银借字（2004）第 111002 号

福建省闽清县砂轮厂
闽清县东桥和盛陶瓷厂

马尾支行

闽侯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7017 号、
梅房押字第 9618、
9619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农银抵字（2005）第 2010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5）第
2010-1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5）第 2010-2 号、
梅房押字第
050303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5)第 4001 号,梅房押字第 050010 号、
（闽清）
农银保字（2004）第 3028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5）第 3028-1，
4001、
4001-1 号
（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5047 号、
（闽清）农银保字（2001）第
5047-1 号、
梅房押字第 10446 号
农银抵借字池第 98059 号、
农银抵借字池第 98063 号、
梅房押字
第 4478 号
农银抵借字塔第 98051 号、
农银抵借字塔第 99010 号、
农银抵借
字塔第 99011 号、
农银抵借字塔第 99009 号
梅房押字第 4909 号、
农银抵借字樟第 98139 号、
农银抵借字樟
第 98138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闽清)农银抵字(2003)第 3066 号,梅房押字第 031257,031258 号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金德利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闽清)农银保字(2001)第 3066 号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砂轮厂
李思福、
刘炳雄

(闽清)农银抵字（2001）第 6028 号、
梅房押字第 9555 号
农银抵借字营第 99162 号、
梅房押字第 5718 号

闽清县支行
闽清县支行

福建省闽清县云龙瓷料厂

(闽清)农银抵字（2000）第 2005 号、
梅房押字第 6943 号

闽清县支行

梅房押字第 2830 号、
梅房押字第 2979、
2979-2 号、
农银抵借字营
闽清县支行
第 97010、
97023 号、
农银抵借字（97）第 118 号
农银抵借字营第 02990110048 号、
榕房押字第 98B00214 号、
在
福州金马房地产有限公司
建房地产抵押贷款补充合同（签订于 1999.11.1）、
农银抵借字农 福州台江支行
鼓银第 98925 号、
榕房押字第 98B0169 号
福建省乐峰赤壁生态风景区有限公司、
粱一峰、
黄 （台国）农银抵字（2004）第 120101 号；
（台国）农银保字（2004）第
福州台江支行
陈平
120101、
120102 号
福建省乐峰赤壁生态风景区有限公司、
梁一峰、
黄 （台国）农银抵字（2004）第 111001 号；
（台国）农银保字（2004）第
福州台江支行
陈平、
福州市乐峰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111001、
111002 号
郑世燕、
刘秀玉、
刘鑫

（群）农银借字（保）第 0202 号借款合同、
（台）农银借展字（群）第 0201 号借款展期协议、
福建德冠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福建莲花山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德盛农业 （台）农银保字（群）第 0202 号保证合同、
（台）农银保字（群）第
124
8,301,500.28 2,953,981.00 （群）农银借字（保）第 0428 号借款合同、
（台）农银借展字（2001）第 0201 号借款展期协
福州台江支行
司
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迦南服装有限公司
0201 号保证合同、
（群）农银保字（保）第 0428 号保证合同
议。
（国）农银保字（2000）第 031124 号保证合同、
（台国）农银借展字
（国）农银借字（2000）第 031124 号借款合同、
（台国）农银借展字（2001）第 1124001 号、 福建省森林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广信食品有限
125 福建国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439,288.86 2,940,000.00
（2001）第 1124001 号、
（台国）农银保字（2001）第 0724001 号保 福州台江支行
（台国）农银借字（2001）第 0724001 号借款合同。
公司、
福建省森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林紫晨
证合同、
《还款保证书》
（2002.4.20）、
《保证书》
（2002.11.4）
（台国）农银保字（2001）第 0417001 号保证合同、
（台国）农银保
（台国）农银借字（2001）第 0417001 号借款合同、
（台国）农银借字（2001）第 0626001 号 福建省明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振云塑业股份
126 福建长祥建筑钢结构有限公司 6,626,639.44 2,508,569.67
字（2001）第 0626001 号保证合同、
（台国）农银保字（2002）第
福州台江支行
借款合同、
（台国）农银借字（2002）第 0131001 号借款合同。
有限公司
0131001 号保证合同。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10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10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11 号最高额抵押
98 第 011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12 号
128 福州市松茂家私有限公司
5,418,971.18 1,780,000.00 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 98 第 012 号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台国第 990820
陈松基、
王章贤
福州台江支行
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农银抵借字台国第 990820 号最高额抵押担
号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
保借款合同、
榕房押字第 98A00656、
98A00657 号
福建省世纪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福建省世
（台）农银借字（群）第 0922 号
（台）农银保字（群）第 0922 号、
（台）农银保字（群）第 0521 号、
129 福州梅丽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936,448.58 1,605,000.00
纪金花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福州德宝百货有限公
福州台江支行
、
（台）农银借字（群）第 0521 号。
2002 年 2 月 6 日《担保书》
司、
蒋丽琴、
李宝贵
农银保借字营第 0398060505 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国）农银借延协字第
130 福州鸿鑫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4,045,101.96 1,200,000.00
福州三林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营第 0398060505 号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福州台江支行
03990601 号延期还款协议书
（2000）农银借字（西）第 008 号借款合同、
农银保借字台西第 98003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
（2000）农银保字（西）第 008 号保证合同、
农银保借字台西第
132 威胜（福州）洁具有限公司
1,754,899.07
570,000.00
福州福陶瓷业有限公司
福州台江支行
同、
西营里 99 年农银借延协字第 0013 号
98003 号保证担保借款合同
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第 99033 号）、
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 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清市恒达苏铁种苗 最高额抵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第 99033 号）、
最高额抵
抵借字第 99036 号）、
最高额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农银保借字榕营第 98058 号）、
借款合 场、
福清市南湖苏铁开发有限公司、
福清市兴盛苏 押担保借款合同（农银抵借字第 99036 号）、
最高额保证担保借 福建省分行营业
134
福建福曼股份有限公司
248,488,527.39 81,452,464.00
同（闽）农银借字（2000）第 049 号、
借款合同（闽）农银借字（2000）第 050 号、
借款合同 铁开发有限公司、
福清金信淀粉有限公司、
福清金 款合同（农银保借字榕营第 98058 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闽）农
部营业厅
（闽）农银借字（2000）第 051 号
盛饲料有限公司、
福建福曼股份有限公司
银高抵字（2000）第 049、
050、
051 号
抵押借款合同书（签订于 1994.12.20）、
借款合同 950514 号、
《延
抵押借款合同书（签订于 1994.12.20）、
《借款合同》合同字第 950514 号、
《延期还款协议
福建省分行营业
136
福建超准纸品有限公司
11,327,205.95 4,374,000.00
福州艺丰彩盒有限公司
期还款协议书》
（签订于 1995.11.30）
《延期还款协议书》
（签订于
书》
（签订于 1995.11.30）
《延期还款协议书》
（签订于 1995.12.19）
部营业厅
1995.12.19）
福州京华威尼斯啤酒城有限公
福建省分行营业
137
8,310,181.64 2,930,000.00
（闽）农银借字（2001）第 031 号、
（闽）农银借展字（2002）第 005 号
福清兴华丝绸饰制品有限公司
（闽）农银保字（2001）第 031 号
司
部营业厅
福建省分行营业
139
福州福荫贸易有限公司
8,108,988.11 2,900,000.00
闽农银借字（2001）第 027 号、
闽农银借展字（2002）第 4 号
福州天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闽农银保字（2001）第 027 号
部营业厅
福建省力信船舶物资供应有限
福建省分行营业
140
7,743,863.17 2,638,949.50
农银保借字第 99039 号、
（闽）农银借字（2000）第 040 号
福安市东明船舶修造有限公司
农银保借字第 99039 号、
（闽）农银保字（2000）第 040 号
公司
部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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