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债务人 2017年5月20日基准日债权本金（单位：元） 所在地 主要抵押物 贷款保证人

31 烟台金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8,000,000 . 00 烟台栖霞 厂房21280㎡、土地65654㎡

32 栖霞市金丰工贸有限公司 19,499,992 . 04 烟台栖霞 厂房5215㎡、土地37828㎡ 烟台金源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33 烟台天一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1,465,841 . 90 烟台蓬莱 蓬莱佳味食品有限公司、烟台金港水产有限公司

34 烟台金港水产有限公司 41,000,000 . 00 烟台蓬莱 蓬莱佳味食品有限公司、蓬莱蓝海食品有限公司

35 烟台安青食品有限公司 2,999,354 . 09 烟台芝罘区 烟台食神食品有限公司

36 山东华臻重工有限公司 27,489,999 . 92 烟台蓬莱 蓬莱佳味食品有限公司

37 栖霞市晓安果蔬有限公司 12,000,000 . 00 烟台栖霞 栖霞市宇冠果品保鲜有限责任公司、蒋吉利、王秀兰、张建军、史瑞美

38 烟台海邦工贸有限公司 9,999,999 . 84 烟台栖霞 栖霞市乡山情果蔬有限公司，郭丽朋，娄英姿

39 栖霞安强工贸有限公司 7,499,991 . 74 烟台栖霞
栖霞市四季丰果蔬有限公司、邢志俊、王海燕、林海丰、吴振芝、孙国芳、

周丽洁

40 栖霞市金德水产冷藏有限公司 5,469,000 . 00 烟台栖霞 栖霞市海美果蔬冷藏有限公司、苏万海、杨翠美、黄煦强、肖静

41 栖霞得鑫果蔬保鲜有限公司 14,999,799 . 99 烟台栖霞 烟台同顺工贸有限公司

42 烟台海浩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14,998,680 . 99 烟台栖霞 土地2810㎡、房产为3123 . 33㎡ 海阳市安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衣翠玲、王爱宾、郭丽朋、娄英姿

43 栖霞市旭阳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3,800,000 . 00 烟台栖霞 土地171㎡、房产985 . 58㎡ 栖霞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王光辉、李荣、郭丽朋、娄英姿

44 莱州森川工贸有限公司 3,999,474 . 73 烟台莱州 莱州千川机械有限公司、卞志丽、卞宗敏、邱植成、卞志香

45 莱州川宇工贸有限公司 7,990,000 . 00 烟台莱州 莱州千川机械有限公司、滕华军、陈明园、邱植成、卞志香

46 莱州荣晋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4,499,799 . 88 烟台莱州 莱州增峰机械有限公司、张增军、曲兴云、毛秀荣、张延松

47 莱州市润工机械有限公司 4,499,000 . 00 烟台莱州 莱州大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谭显希、苑丽丽、潘京玉、马贞新

48 莱州市天泽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3,200,000 . 00 烟台莱州 莱州大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李万吉、李英芳、潘京玉、马贞新

49 烟台高诚经贸有限公司 25,699,998 . 33 烟台芝罘区 房产26806㎡ 山东德高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李锡山、刘明君、蔺吉进、李锡玲、曹经庚。

50 烟台永利进出口有限公司 29,058,535 . 97 烟台牟平 烟台鲁威进出口有限公司、潍坊市众和生物肥料有限公司

51 烟台银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4,490,000 . 00 烟台牟平 土地为17388㎡、房产5368 . 34㎡ 山东银丰珍稀菇有限公司、烟台九龙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王炜、蒋新娜

52 烟台市海发渔业有限公司 11,999,799 . 24 烟台海阳 海域面积581 . 85公顷 海阳市东海水产有限公司、吕险峰、隋丰涛、王一、王金秋、吕海华

53 海阳聚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5,490,000 . 00 烟台海阳
山东海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海阳聚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孙彦哲、孙彦美、

陈强、李长英

54 山东广泽贸易有限公司 17,899,434 . 25 烟台海阳 土地33411 . 53㎡
山东通达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阳市军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陈洪起、

曹雪梅、张春宁、张瑛

55 山东兆瑞建筑装饰安装有限公司 17,700,000 . 00 烟台海阳 房产2952 . 61㎡、土地66622㎡ 海阳市军创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张春宁

56 蓝梦食品（烟台）有限公司 3,740,110 . 46 烟台莱山 机器设备8台套

57 山东亿力工具有限公司 2,979,178 . 79 烟台芝罘区 土地38970㎡

58 山东科亿达集团有限公司 14,980,000 . 00 烟台龙口 土地81401㎡、房产17425 . 86㎡

59 莱州市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899,961 . 25 烟台莱州 土地15340㎡、房屋5211 . 72㎡ 天津市盛和成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60 烟台双盛食品有限公司 8,400,000 . 00 烟台芝罘区 房产3333 . 23㎡，土地31811 . 25㎡ 董雪浩

61 山东沃德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7,907,403 . 40 烟台海阳 土地24843 . 97㎡、房产21284 . 9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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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烟台凯瑞装饰有限公司 19,999,998 . 98 烟台芝罘区 两套商用房，建筑合计2413 . 8㎡；土地599 . 28㎡

2 山东康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999,998 . 47 烟台栖霞 商服用地24565㎡ 栾斌、郝丽君

3 栖霞市汇融果蔬有限公司 15,000,000 . 00 烟台栖霞 冷风库房产面积8373 . 50㎡房产，土地12480㎡ 孙正海、侯明华

4 烟台津祥软木制品有限公司 4,500,000 . 00 烟台福山
烟台鲁东华夏庄园葡萄酒有限公司、胡佰祥,荆晓君,胡伯韬,王晓

朦,胡增翊,刘程程,胡珂源

5 烟台圣茂纺织有限公司 3,999,996 . 65 烟台芝罘区 两套房产，总建筑面积302 . 62㎡ 烟台茂木服饰有限公司、李明、李蓉、孙吉山

6 烟台双宁经贸有限公司 9,769,999 . 11 烟台牟平 海阳,出让商住开发用地15102 . 04㎡ 弘盛地产有限公司海阳分公司、赵衍波、王慧

7 烟台怡文商贸有限公司 8,944,677 . 11 烟台芝罘区 蓬莱,房产2985㎡、土地2151㎡。 王朋、姚永红

8 栖霞市恒霖果蔬有限公司 12,764,048 . 10 烟台栖霞 栖霞市山源果蔬有限公司

9 烟台泰丰宝鼎酒业有限公司 19,994,570 . 00 烟台芝罘区 烟台城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0 栖霞市振兴源矿业有限公司 10,344,100 . 31 烟台开发区 栖霞,厂房7856 . 66㎡,土地17289㎡ 徐海滔

11 烟台市升浩经贸有限公司 17,978,874 . 56 烟台开发区 烟台远盛钢管有限责任公司、王升浩、朱爱丽、刘洪强、

12 莱州市鹏建机械有限公司 4,999,799 . 88 烟台莱州 莱州市神洲机械有限公司、朱志新、杨美玲、韩锦洲、韩芳丽、

13 烟台市福山区恒升化工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993,802 . 89 烟台芝罘区 商用房产496 . 98㎡，土地481 . 7㎡ 王治华、于洁

14 烟台佳昌食品有限公司 8,936,779 . 69 烟台芝罘区 房产881 . 26㎡,土地199 . 25㎡ 殷华杰

15 烟台广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12,000,000 . 00 烟台芝罘区 山东锦江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贺军达、宋慧娟、

16 烟台双环物资有限公司 9,499,507 . 10 烟台芝罘区 烟台鑫涞贸易有限公司、王滋强、于淑红

17 烟台泰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0,700,000 . 00 烟台芝罘区
4处住宅房产,面积分别为63 . 58㎡、70 . 99㎡、201 . 42㎡、

224 . 69㎡
烟台市天力装饰有限公司、于淑红、王滋强

18 烟台创进贸易有限公司 9,500,000 . 00 烟台芝罘区 烟台泰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志强、王弋

19 烟台鸿泰进出口有限公司 16,324,236 . 74 烟台芝罘区 烟台永利进出口有限公司、马述明、吕新玲

20 烟台鸿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2,698,093 . 25 烟台芝罘区 烟台鲁威进出口有限公司、路新华、马文胜、吕海涛、赵俊霞

21 莱州市奥晟机械有限公司 4,500,000 . 00 烟台莱州 厂房3619 . 81㎡，土地5339 . 14㎡ 马风椿、滕宁宁

22 莱州万宝机械有限公司 8,982,686 . 30 烟台莱州 厂房8018 . 58㎡,土地18231 . 95㎡

23 莱州市聚福机械有限公司 7,999,258 . 61 烟台莱州 莱州市博旺工贸有限公司、李晓明、滕冲、李振福、李瑞香

24 莱州市鑫盛机械有限公司 2,400,000 . 00 烟台莱州 房产1573 . 16㎡，土地5386 . 10㎡ 王正欣、王淑恩

25 莱州市鹏洲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7,200,000 . 00 烟台莱州
莱州市奥晟机械有限公司、滕洪臣、王进梅、马风椿、滕宁

宁、马开吉、邱祥敏

26 莱州市呈骏机械有限公司 2,900,000 . 00 烟台莱州 房产302 . 4㎡,土地144㎡；工业用地216㎡；商用房250 . 49㎡

27 烟台东山机动车排气检测有限公司 7,780,000 . 00 烟台芝罘区 海阳，房产10796 . 96㎡；土地11028 . 09㎡

28 烟台东山实业有限公司 16,739,772 . 85 烟台芝罘区 海阳，房产7974 . 41㎡；土地19551 . 34㎡

29 烟台欧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29,993,626 . 52 烟台芝罘区 栖霞，厂房23435㎡、土地47083㎡

30 烟台中欧进出口有限公司 17,840,000 . 00 烟台芝罘区 烟台欧王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拟对下列61户受托处置资产及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现面向社会进行公告，欢迎有意向的单位和个人前来联系洽谈。

交易条件：交易对象信誉良好，能够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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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下人

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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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

关联人。

在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

姜先生 联系电话：0535-6668686；

范女士 联系电话：0535-6668653。
电子邮件：jiangft_yt@sd.icbc.com.cn
办公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海港路1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姜先生 联系电话：0535-6668587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

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2017年8月4日

便民 C032017年8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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