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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电商的翅膀 飞向幸福的小康
——云南省商务厅电商扶贫纪实
□ 本报记者 张春滨
近年来，
云南省商务厅积极落实省委
省政府和商务部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
署要求，
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和乡村振
兴战略，
以电商扶贫为抓手，
促进农村流通
现代化，助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特别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
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带头主动作为，
危中
育机，
发挥电商线上作用，
着力帮助贫困地
区群众解决农产品卖难等问题，
提高农民
收入水平，
促进农村消费，
助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着力创建示范引领体系
2015年以来，
云南省商务厅积极推动
全省 105 个县（市、区）进入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
获得中央财政资金19.25
亿元，
示范县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一位。五
年来，
云南省共建成96个县级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
993个乡镇电子商务服务站，
6433 个村级服务网点，81 个县级物流配
送中心，
乡镇快递网点达 3400 个，
覆盖率

99.6%，
建制村通邮率100%。在项目建设
中，
联动省财政厅、省扶贫办等部门，
坚持
综合示范与电商扶贫相结合，
通过建立农
村电商发展与贫困地区、
贫困人口减贫增
收的利益联结机制，
鼓励个体电商创业，
拉
动贫困户产品销售，
树典型、
立标杆。鼓励
按照
“贫困户+合作社+加工企业+电商平
台”
的模式，
实现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规模
化、
加工标准化、
网销品牌化、
渠道多样化。

持续深化政企合作
一是与京东集团开展全面合作。推
动昆明空港新区京东“亚洲一号”正式启
动建设，拟于 2021 年全面建成，
京东绿色
食品大数据中心落地玉溪，
带动玉溪线上
消费，
提升产品价值。二是落实云南省与
阿里巴巴集团的合作，
依托阿里平台开设
云南茶叶、花卉、水果、蔬菜、坚果、咖啡、
中药材等天猫原产地官方旗舰店，
建成33
个县级农村淘宝服务中心、1490 个村级
服务站、13 个州市特产馆，落地 3 个盒马
鲜生实体门店，
助力云南省农特产品上行
和电商精准扶贫。三是会同苏宁云商集

团开展“互联网+富美乡村”电子商务行
动，扩大绿色食品上线规模，联合开展云
南省扶贫消费补贴活动，
加大对消费者的
优惠让利，提振市场信心，激活流通。四
是积极推动电商扶贫联动机制。

动方案（2020－2022 年）》，聚焦贫困地
区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出了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促进农村消费和农产品上行的重
点任务和具体措施。二是线上线下结
合，广泛开展精准产销对接。三是开展
形式多样的扶贫产品促销活动。

着力抓好平台建设
着力强化政策支持
按照“一站购买”
“ 诚信服务”的要
求，本着“让种的人小康，吃的人健康”服
务理念，围绕云南“绿色食品牌”八大重
点产业，打造有品质保障为核心，构建
“产品库+公共服务+营销渠道”为架构
的“一部手机云品荟”供应链平台。具体
包括：一是完善平台功能；二是创新销售
模式；
三是积极拓展线下体验店。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一是创新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电
商新模式。在疫情“大考”面前，推动出
台了《云南省 2020 年开拓农村市场促进
农村消费行动方案》
《云南省推进农村电
子商务提质增效促进农产品上行三年行

近年来，云南省商务厅每年安排专
项资金用于稳增长电子商务扶持，鼓励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电子商务园
区、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开展电子商
务经营活动，对助力贫困地区农产品品
牌培育和上行成效明显的经营主体给予
重点支持，
培育壮大了一批农产品品牌。
电子商务处将充分发挥电商新业态
新模式重要作用，继续深入实施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扩大农村电商覆盖
面，推动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实施“发挥
电商平台作用、创新电商业态模式、拓展
网络营销渠道、优化电商公共服务、补齐
城乡物流短板、强化特色品牌培育”等重
点工程建设，促进农产品上行。

扶贫车间助力云南云龙乡村振兴
本报讯 出产诺邓火腿的云南大理州云龙县，是大理州贫困
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县份，也是国家扶贫攻坚重点县。有着
千年历史的诺邓天然盐井，以及特殊的地理气候，造就了诺邓火
腿所独具的美味。然而，声名鹊起的诺邓火腿，很快遇到产业发
展的瓶颈——标准化、规模化不足，加工出厂的产品类型和销售
渠道单一，这也成为云龙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道路上的“拦路
虎”
。
2020 年 8 月，为解决云龙县产业脱贫困境，新电商平台拼多
多借助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通过沪滇合作平台，正式在云龙县
诺邓镇马金桥村民小组落户诺邓火腿扶贫车间。扶贫车间的投
入使用后，将达到量产值 6000 万元，带动周边贫困人口务工约 1
万次，全年给贫困户发放工资预计将达到 120 多万元，将有效帮
助贫困户脱贫增收，起到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半篇文章”
的作用。
在创造新需求、
“拼”出新产业的基础上，拼多多通过在诺邓
这样的农产品原产地设立扶贫车间的方式，建立起贫困地区特
色农产品的开发、加工链条，推动诺邓火腿产业升级，有效促进
当地稳定脱贫，为巩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当地乡村振
兴提供了新的经验。
“利用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通过沪滇合作平台，引进像拼
多多这样的上海知名互联网企业，
共同在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力，
除诺邓火腿之外，
还期待更多农产品走出深山。
”
上海援滇干部、
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委常委、副县长季涛告诉记者，
诺邓火腿扶
贫车间的设立，
是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出的又一
“硕果”
。
据了解，
除了诺邓火腿，
越来越多的云龙农产品正通过沪滇合
作机制，
得以方便快速的进入上海。目前，
云龙县销往上海扶贫产
品销售额达3012万元，
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168人实现增收，
为贫困群众持续增收、
稳定脱贫注入了新动力。
（张春滨）

中 国 东 方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福 建 省 分 公 司 债 务 催 收 公 告
根据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含下辖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 2021 年 1 月 6 日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单位：
人民币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标的债权
合同名称及编号
担保（保证/质押/抵押）人
担保物
贷款银行
本金余额
利息
综合授信合同名称及编号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担保合同名称及编号
1
20,000,000.00 25,496,041.14 FZ12(融资）20130010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121032013009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福建万冶贸易有
FZ12(融资）20130010-1 号《最高额融资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12（高保）20130010-11《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
林长青、郭细妹
无
2
39,880,000.00 48,087,488.42 同变更协议》、FZ12(保理)20130006《国内保
FZ1210320130084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限公司
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理业务合同》
3
8,119,776.70 15,146,521.97
FZ1210320130111 号《银行承兑协议》
FZ08
（高保）
20150011-1
号、
FZ08
（高保）
20150011-2
号、
FZ08
（高保）
4
10,000,000.00 3,817,184.28
FZ081012015006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0011-3号、
FZ08（高保）20150011-6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FZ08（高保）
5
14,000,000.00 5,339,581.83 FZ08(融资）20150011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081012015005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0011-4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Z08（高保）20150011-5 号《个人最高额保 保证人：
福建铭可达投资有限公司、福建南方铜源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神源实业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证合同》
6
11,000,000.00 4,193,517.94
FZ081012015006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邢台隆辉冷轧硅钢有限公司、刘茂见和温丽梅、刘茂梅、福安市中
无
限公司
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南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FZ08（高保）20130051-1 号、FZ08（高保）20130051-2 号、FZ08（高保）
7
2,000,000.00 912,532.99
FZ08(融资)20130051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081012014032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30051-3 号、FZ08（高保）20130051-6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高保）
20130051-4 号、FZ08（高保）20130051-5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0（高保）20140002-01 号、FZ10（高保）20140002-02 号《最高额保证合
华辉科技（中国）
8
12,000,000.00
7,549,731.26
FZ10(融资）
20140002
号
《最高额融资合同》
FZ1010120140084
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同》
；
FZ10（高保）20140002-03 号、FZ10（高保）20140002-04 号《个人最高额 保证人：
宏达特种阀门有限公司、
福建华盛陶瓷有限公司（原福建省南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保证合同》
安市华盛陶瓷建材厂）、
洪建城和吴春敏（吴春敏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
无
公司福州分行
林辉煌和王清花（王清花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
FZ10（高保）20130129 号、FZ10（高保）20130130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0 证担保函）、
9
12,000,000.00 11,704,511.13 FZ10(融资）20130057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101012014005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高保）20130131 号、FZ10（高保）20130132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2（高保）20140001-11 号、FZ12（高保）20140001-14 号、FZ12（高保）
10
4,998,516.15 11,085,863.59
FZ1220120140015 号《银行承兑协议》
福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福建融都投资有限公司、福安
20140001-15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2（高保）20140001-12 号、FZ12（高 保证人：
市弘商机电贸易有限公司、吴春良和缪丽珠、吴玮、吴建新和薛平
保）20140001-13 号、FZ12（高保）20140001-16 号、FZ12（高保）20140001-17
花、陈祥
11 福建展福能源投 4,998,476.04 11,073,081.81
FZ1220120140012 号《银行承兑协议》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2(融资）20140001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无
资有限公司
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FZ12（高保）20140001-11 号、FZ12（高保）20140001-14 号、FZ12（高保）
保证人：
福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福建融都投资有限公司、福安
12
7,946,180.18 6,204,680.08
FZ1210120140018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40001-15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2（高保）20140001-12 号、FZ12（高 市弘商机电贸易有限公司、吴春良和缪丽珠、吴玮、吴建新和
保）20140001-13 号、FZ12（高保）20140001-17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薛平花
FZ16（高保）20130010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6（高保）20130010-11 号、
福清市天绿景农
FZ161012013004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13 业开发有限公司 12,218,711.86 778,832.41 FZ16(融资）20130010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16
（高保）
20130010-12
号、
FZ16
（高保）
20130010-13
号
《个人最高额保证
保证人：
福州恒诚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林秋干、林平、陈灿道；
无
FZ1610120140026 号《展期协议》
公司台江支行
合同》
保证人：
南安市利达五金工业有限公司、蓝星（泉州）数控科技有
FZ10
（高保）
20150004-11
号、
FZ10
（高保）
20150004-14
号、
FZ10
（高保）
14 福建瑜鼎机械有 3,000,000.00 1,915,224.14
FZ1101012015001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限公司、泓晟鼎（福建）重工科技有限公司、林世清和林兰贞（林兰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10(融资）20150004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20150004-15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0（高保）20150004-12 号、FZ10（高
无
限公司
贞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岑利泽和蔡雀飞（蔡雀飞仅签
公司福州分行
保）20150004-13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
15
8,000,000.00 3,676,699.66
FZ110101201500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1101012015002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6
9,000,000.00 3,058,722.46
FZ11010120150020-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0（高保）20150005-11 号、FZ10（高保）20150005-13 号、FZ10（高保）
FZ1101012015001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0005-14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江西省鹰潭市融都集团有限公司 FZ10
17
20,000,000.00 5,422,073.41
福建融都投资有限公司、福建融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江 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赣东商城九区 22 号（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11010120150019-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高抵）20150005-21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福建丰恒商贸有
FZ10（高保）20150005-12 号、 保证人：
FZ10(融资）20150005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西省鹰潭市融都集团有限公司、林新荣、周碧兰、陈祥；
抵押人：
江
限公司
FZ10（高保）20150005-15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江西省鹰潭市融都集团
楼 1-9 层及附属楼 1-4 层）房地产。
公司福州分行
FZ11010120150014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西省鹰潭市融都集团有限公司
18
26,000,000.00 8,856,402.12
有限公司 FZ10201501 号《租金收益转让及账户监管框架协议》、林新荣
FZ11010120150014-变 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0201502 号《租金收益转让及账户监管框架协议》
FZ1101012015001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
25,000,000.00 8,598,305.71
FZ11010120150015-变 3《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08（高保）20150022-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高保）20150022-2 号 保证人：
湖北西岸市场发展有限公司、魏文泰和林晨丹；
抵押人：
20
35,000,000.00 9,340,985.75
FZ081012016000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高抵）20150022-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平潭县恒泰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平潭县恒泰船舶
FZ08(融资）20150022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号国内散货船、
“泰和荣”
散货船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08（高保）20150022-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高保）20150022-2 号 保证人：
湖北西岸市场发展有限公司、魏文泰和林晨丹；
抵押人：“泰和兴”
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21
33,600,000.00 10,021,850.20
FZ081012015015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10120150152-21 号《抵押合同》；
FZ08（高抵） 平潭县恒泰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德洋航运有限公司和荆州市
20150022-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天利江海运输有限公司
FZ1610120150084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2
1,800,000.00 670,459.45
FZ1610120150084-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7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3
6,500,000.00 2,370,195.51
FZ1610120150077-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74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4
6,400,000.00 2,333,730.98
FZ1610120150074-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7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5
6,500,000.00 2,370,195.51
FZ1610120150076-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7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6
6,500,000.00 2,857,173.00
FZ1610120150072-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85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16（高保）20150006-1 号、FZ16（高保）20150006-2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 保证人：
莆田市建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福建省仙游面粉发展
27 福建省鑫港城粮 700,000.00
260,734.22
FZ1610120150085-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同》、FZ16（高抵）20150006-1 号、FZ16（高抵）20150006-2 号《最高额抵押合 有限公司、福建省仙游万星置业有限公司、朱慧梅和吴建清、朱建 位于枫亭镇铺头社区后洋 S1 地块土地使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食物流配送有限
FZ16(融资）20150006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用权；
位于莆田市仙游县枫亭镇麟山村工
同》、FZ16（高保）20150006-3 号、FZ16（高保）20150006-4 号、FZ16（高保） 峰和林梅红；
抵押人：
福建省仙游万星置业有限公司、福建省鑫港
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FZ1610120150078
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公司
业路白蛇过路 1 幢 1-6 层房地产
28
6,500,000.00 2,370,195.51
20150006-5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城粮食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FZ1610120150078-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7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9
6,400,000.00 2,333,730.98
FZ1610120150073-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8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0
6,400,000.00 2,383,855.65
FZ1610120150080-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8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1
6,400,000.00 2,333,119.87
FZ1610120150083-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7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2
6,500,000.00 2,370,195.51
FZ1610120150079-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61012015008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33
6,396,349.01 2,332,972.25
FZ1610120150081-变 1《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FZ1210120144013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12（高保）20140018-11 号、FZ12（高保）20140018-12 号《最高额保证合
保证人：
福建诺卡本冷轧电工钢有限公司、福建令之置业有限公 福建令之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陈铃光（其
34
49,961,500.00 21,439,945.45 FZ12(融资）20140018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12101201440131 变 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福建啸宇贸易有
同》；
FZ12（高保）20140018-13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2（高质）
司、福建鑫久铝合金压铸有限公司、罗利明和聂正芬、福建鑫久铝 配偶林港共同在《个人最高额质押合同》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12(融资）20140018 变 2 号《最高额融资合
限公司
20140018-31
号、
FZ12
（高质）
20140018-32
号
《个人最高额质押合同》
；
FZ12
合金压铸有限公司；
出质人郭峰、陈铃光（其配偶林港共同在《个 签字）、郭峰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位于福安 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FZ12101201440132
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
同变更协议》
35
14,988,500.00 6,432,004.76
（高抵）20140018-31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人最高额质押合同》上签字）；
抵押人：
福建令之置业有限公司
市城北东泰路 35 号的地块二押。
FZ12101201440132 变 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36
2,181,100.00 684,040.18
FZ041012015010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04（高保）2015003 企业-1 号、FZ04（高保）2015003 企业-2 号、FZ04（高保） 保证人：
福州含霖贸易有限公司、厦门扬钢金属有限公司、福建省
37 福建诺卡本冷轧 2,878,900.00 874,225.04
FZ0410120150108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003 企业-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4（高保）2015003 个人-1 号、FZ04
位于福安市溪潭镇溪北村“福安市北洋国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无
恒实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保净额为 2000 万元）、罗利明和聂正
电工钢有限公司
（高保）2015003 个人-2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4（高抵）2015003 号《最
际酒店”
旅馆用地土地使用权。
公司福州东大支行
芬、陈铃光和林港；
抵押人：
福建令之置业有限公司
38
54,850,000.00 17,202,276.19
FZ041012015008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高额抵押合同》
FZ04(高保)20150002 企业-1 号、FZ04(高保)20150002 企业-2 号、FZ04(高保) 保证人：
福安市昌源电机配件有限公司、厦门扬钢金属有限公司、位于福安市溪潭镇溪北村令之大道与北洋
福建鑫久铝合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39
无
FZ041012015010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0150002 企业-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4(高保)20150002 个人-1《个人最
福建省恒实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罗利明和聂正芬
大道交叉口西南侧“福安市北洋国际酒店” 公司福州东大支行
压铸有限公司 43,910,000.00 13,289,889.46
高额保证合同》；
FZ04（高抵）2015000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
福建令之置业有限公司
旅馆用地土地使用权第二顺位抵押
40
5,000,000.00 1,892,377.30
FZ131012015007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福建成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市鑫隆投资有限公
位于宁德市署前路两河三角洲鑫隆嘉园
FZ13（高保）20140025-1 号、FZ13（高保）20140025-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
41 连江县群龙贸易 17,500,000.00 4,957,115.09
FZ1310120150128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司、谢成干和陈竹娇
部份在建工程及相应土地使用权；
连江县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13（高保）20140025 个人-1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3（质押）
42
3,000,000.00 850,029.72 FZ13（融资）20140025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FZ131012015011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有限公司
抵押人：
宁德市雄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群龙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宁德市雄成置业
公司福州晋安支行
20140025 号《最高额质押合同》；
FZ13（高抵）20140025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质押人：
连江县群龙贸易有限公司
发展有限公司 53%股权作质押担保。
43
17,500,000.00 4,859,884.88
FZ131012015012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04(高保）
20150008
企业-1
号、
FZ04(高保）
20150008
企业-2
号
《最高额保证
44
1,859,588.52 626,514.22
FZ041012015008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南安市利达五金工业有限公司、英特凯阀门有限公司、岑 位于南安市英都镇恒阪阀门基地福泉集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福建福泉集团有
合同》、FZ04(高保）20150008 个人-1 号、FZ04(高保）20150008 个人-2 号、 保证人：
无
利泽和蔡雀飞、洪德钦和洪明婷、洪德佳和唐芳平
限公司
FZ04(高保）20150008 个人-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Z04(高抵）20140030 号
厂区的厂房和土地使用权
公司福州东大支行
抵押人：
福建海韵工贸有限公司
45
37,000,000.00 12,467,522.28
FZ041012015007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
FZ08（高保）2013005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高保）20130052-11 号、
位于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街道鳌江路 8 号福
46 福州微聚贸易有 7,474,448.32 10,685,865.60
FZ0820120140300 号《银行承兑协议》
保证人：
福建世达海运有限公司、曾治中、魏文武和游爱琼
FZ08（融资）20130052《最高额融资合同》
FZ08（高保）201300-12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08（高抵）20130052-21
州金融街万达广场二期 C2#写字楼 22 层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限公司
抵押人：
福州微聚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福州鼓楼支行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FZ08（高抵）20130052-21 补号《补充协议》
01-03 室、13-20 室房地产
47
10,500,000.00 15,028,834.65
FZ0820120140302 号《银行承兑协议》
位于仙游县枫亭镇麟山村（3-2 号 B 宗地）
FZ16(高保)20150008-2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FZ16(高保)20150008-1
号
《个
福建省仙游面粉
FZ161012015007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证人：
朱建峰和林梅红、莆田市建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地块土地使用权；
位于仙游县枫亭镇建福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48
8,500,000.00 3,738,303.70 FZ16(融资)20150008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FZ16(高抵)20150008-1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FZ16(高
发展有限公司
FZ1610120150070-变1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变更协议》
抵押人：
莆田市建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朱晓毅
小区第五幢一层 103-107 及六层 602、第四 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抵)20150008-2 号《个人最高额抵押合同》
幢一层 106-110 及四层 404 房地产
49 福建省建瓯市森 2,600,000.00 1,151,595.77
FZ161012015008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16(高保)20150002-1 号、FZ16(高保)20150002-2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 保证人：
张晓晖和王莉、陈宝辉和谢银英、福建通源硅业有限公司 位于顺昌县洋口镇上凤谢坊村的土地使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16(融资)20150002 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同》；
FZ16(高抵)20150002-2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
福建通源硅业有限公司
权及厂房。
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50 工木业有限公司 2,400,000.00 1,063,018.44
FZ1610120150086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51 福建佳熙贸易有 5,000,000.00 3,567,566.39
FZZX161012014002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FZZX16(高保)20140002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FZZX16(高保)20140002-11号、
保证人：
泉州市西域骆驼服饰有限公司、施纯锡、施天祝和陈琳、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FZZX16(融资)20140002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无
限公司
FZZX16(高保)20140002-12号、
FZZX16(高保)20140002-13号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柯夏鸣和李雅容
公司福州台江支行
52
5,500,000.00 3,987,727.41
FZZX161012014002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QZZX0410120150044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泉州美嘉洋遮有
QZ01(高保）2015015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QZ01(高保）20150152-1 号、 保证人：
泉州市鹏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戴云龙、余金勇和洪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53
6,179,033.22 3,175,115.17 QZ01（融资）20150152号《最高额融资合同》
无
限公司
QZ01(高保）20150152-2号、
QZ01(高保）20150152-3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芳、李志鹏和吕燕芳
公司泉州南安支行
QZZX041012015004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福州兴泓鑫汽车
个人保证合同 FZZX0210120140002-11、个人抵押合同
保证人：
黄四明和苏敏京
位于福州金山大道骏夷花园 01-07 店面房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54
8,000,000.00 6,172,351.92
无
FZZX0210120140002 号《借款合同》
贸易有限公司
FZZX0210120140002-21
抵押人：
黄四明和苏敏京
地产。
公司福州东大支行
泉州星航船务有
QZ01（高保）20150098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QZ01（高保）20150098-1 号《个
保证人：
泉州瑞诚物流有限公司、杨雅智、程琳
泉州星航船务有限公司提供自有货运船舶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55
7,000,000.00 3,759,982.46
无
QZZX051012015001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限公司
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QZ01（高抵）20130114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抵押人：
泉州星航船务有限公司
“力诚 3”
抵押担保。
公司泉州分行
FZZX11(高保）20140004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
FZZX11(高保）20140004 个 保证人：
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吴建荣和杨琪（杨琪仅签订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56 福州微分实业有 4,992,054.83 9,755,271.90
无
FZZX1110120140027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人-1、FZZX11(高保）20140004 个人-2、FZZX11(高保）20140004 个人-3 号 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宋剑峰和黄珍珍（黄珍珍仅签订自然人
无
限公司
公司福州分行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配偶保证担保函）、黄长明
FZZX11(高保）20150002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ZZX11(高保）20150002 个 保证人：
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吴建荣和杨琪（杨琪仅签订自
福州计创信息技
人-1 号、FZZX11(高保）20150002 个人-2 号、FZZX11(高保）20150002 个人-3 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
宋剑峰和黄珍珍（黄珍珍仅签订自然人配偶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57
4,900,000.00 5,858,295.88
无
FZZX1110120150002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无
术有限公司
号、FZZX11(高保）20150002 个人-4 号、FZZX11(高保）20150002 个人-5 号 保证担保函）、
杨沅武和周仙娟（周仙娟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
公司福州分行
《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函）、
江生旺和杨兰美（杨兰美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
黄斌
FZZX11(高保）20150003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ZZX11(高保）20150003 个 保证人：
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吴建荣和杨琪（杨琪仅签订自然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58 福州盈联数码有 4,800,000.00 5,764,164.64
无
FZZX1110120150003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人-1 号、FZZX11(高保）20150003 个人-2 号、FZZX11(高保）20150003 个人-3 配偶保证担保函）、
宋剑峰和黄珍珍（黄珍珍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
无
限公司
公司福州分行
号、FZZX11(高保）20150003 个人-4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函）、
江生旺和杨兰美（杨兰美仅签订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
吴丹
FZZX11(高保）20140007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FZZX11(高保）20140007 个 保证人：
福州计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吴建荣和杨琪（杨琪仅签订
福州友树数码有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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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000.00 9,280,066.56
无
FZZX1110120140028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人-1 号、FZZX11(高保）20140007 个人-2 号、FZZX11(高保）20140007 个人-3 自然人配偶保证担保函）、宋剑峰和黄珍珍（黄珍珍仅签订自然人
无
限公司
公司福州分行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配偶保证担保函）、叶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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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 1,228,042.20
QZZX0420120150023 号《银行承兑协议》
QZ01
（高保）
20140141
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
QZ01
（高保）
20140141-1
号、
保证人：
福建省宝森包装用品有限公司
（原福建省晋江市陈埭下
61
999,857.21 1,362,772.82
QZZX0420120150001 号《银行承兑协议》
QZ01（高保）20140141-2 号《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
村纸箱厂），
谢永练和谢超容、谢育忠和谢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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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00.00 1,225,379.19
QZZX0420120150024 号《银行承兑协议》
新宝树（福建）体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无
无
保证人：
新泉顺（福建）鞋材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切尼鞋服有限
育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泉州南安支行
QZ01（联保）20140102 号《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
QZ01（联保）20140102-1 号 公司，
谢永练和谢超容、陈丽琼和丁金贞、丁江波和丁美婷、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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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8,644.11 2,206,272.46
QZZX0410120140058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
QZ01（联质）20140102号《最高额联合质押合同》 中和苏秀润；
质押人：
新宝树（福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泉顺
（福建）鞋材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切尼鞋服有限公司
保证人：
福建省晋江切尼鞋服有限公司，
新宝树（福建）体育用品
新泉顺（福建）鞋
QZ01（联保）20140102 号《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
QZ01（联保）20140102-1 号 有限公司，
谢永练和谢超容、陈丽琼和丁金贞、丁江波和丁美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64
2,714,459.11 2,186,083.78
无
QZZX0410120140061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无
材有限公司
《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
QZ01（联质）20140102号《最高额联合质押合同》 李心中和苏秀润；
质押人：
新宝树（福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泉
公司泉州南安支行
顺（福建）鞋材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切尼鞋服有限公司
保证人：
新宝树（福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新泉顺（福建）鞋材有
福建省晋江切尼
QZ01（联保）20140102 号《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
QZ01（联保）20140102-1 号 限公司，
谢永练和谢超容、陈丽琼和丁金贞、丁江波和丁美婷、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65
2,634,722.49 2,040,302.10
无
QZZX0410120140059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无
鞋服有限公司
《个人最高额联合保证合同》；
QZ01（联质）20140103号《最高额联合质押合同》 心中和苏秀润；
质押人：
新宝树（福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新泉顺
公司泉州南安支行
（福建）鞋材有限公司、福建省晋江切尼鞋服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