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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海南省委统一战线工
作部、海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海
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联合开展
海南省第三届光彩事业贡献奖
评选表彰活动。根据评审工作
有关规定，为体现公开、公平、公
正原则，现将拟表彰的104名省
第三届光彩事业贡献奖人选名
单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0
年12月10日至14日。如对拟
表彰人选有异议，请于公示期内
通过电话、传真和信函等形式向
省第三届光彩事业贡献奖评选
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
情况（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
准）。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材
料需加盖单位公章，以个人名义
反映情况应署实名，并提供联系
电话。

联系电话（传真）：0898-
65338915

通信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
兴大道69号海南广场省委5号
楼309室

邮编：570203
海南省第三届光彩事业贡

献奖评选表彰活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

2020年12月10日

广告·热线：66810888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海南

2020年HN001号/信琼-A-2020-00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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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

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898-68560463

住所地：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123-8号信恒大厦17-18层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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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出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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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海口华凯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创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睿丰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海口海汇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工商联合总公司

海南欣源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恒通实业发展公司（已向关闭海口市
人民城市信用合作社清算组、关闭海南发
展银行清算组申报债权）

儋州市物资总公司海口金属公司
海南大信生物工程制品厂
海南仁生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海口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洋浦德贤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一海投资公司（现更名为海南中汇南
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
南洋船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更
名为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通贤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省临高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
高县城乡房地产开发公司)

海南兴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三亚市华汇贸易公司

海南澳海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沃海房地
产开发公司）
海南华埔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
海南省海信（集团）公司
海口民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海翔国际船舶代理公司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佳运通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兴华实业发展公司（原吉南实业公司）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商道实业有限公司

琼山市乡镇企业联合公司

海南兴绿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南华
美股份有限公司)
洋浦南丰食用油脂厂有限公司
定安龙洲威力火柴厂

海南省定安县服装厂

定安县计量测试所
东方市华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县华侨特需商品供应公司

海南新天地货仓商场
海南成康实业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LC51397002U/LC51396046U/信用证垫款转贷款协议书(共3份)

LC51396039U/LC51396094U/LC51396037U/LC51396105U/
LC51396104U/LC51396055U/LC51396008U(共7份)

2003年（义龙）短字第003号(1份)
LC51396087U/LC51396089U(共2份)
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海银信字（94）003号）/房屋抵押贷
款合同(共2份)
LC51396033U/信用证垫款转贷款协议书(共2份)

LC51396031U/信用证垫款转贷款协议书(共2份)

LC51396041U号/LC51396043U/信用证垫款转贷款协议书(共3份)
中国工商银行科技开发借款合同(1份)
LC51396076U/信用证垫款转贷款协议书(共2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
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合同编号：97006）

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合同编号：97026）

人民币中长期借款合同（98银借002号、98银借006号）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02年银借字第046号、2002年银借字第
053号、2003年银借字第012号、2004年银展字第014号）
中国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合同（1996）年第1号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临字第补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930031

银行承兑协议：编号0004、0020、0021、0022、0023、0024、0025、
0026、0027、0028、0029号，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L/C51197SY-
001）共12份

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4份）

信用证LC51197073号
信用证LC51196341号
押汇发票OC51196144
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合同：96017号
中国工商银行借款合同：98032号
房地产业借款合同：房字海南行国贸支行2004年003号

借款合同：2002年（国贸)字第0003号

（92）琼工银字27号
中国工商银行房地产业借款合同:[房]字[海南]行[秀英]支行
[2003]年[001]号

22010250-2011年（琼山）字0050号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份（224万元）、楼宇按揭（抵押）
贷款合同琼工银房按字（95）069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96-
010、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97-002

借款申请书1份（代契约）
东方项字海南分行东方市支行(2004)年001号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7份）；商办工业中短期设备贷款
申请书（2份）；商办工业中短期设备贷款申请书（代契约）
借款合同：工银琼营信“抵”9806号
1999年省营（短）字0007号

截止2020年5月20日贷款本金余额

24276085.53

42128579.75

3680330.00
9830110.82

3000000.00

3482037.88

19339140.44

19407726.88
1131400.00
5589291.03

6440997.00

3000000.00
618000.00

2900000.00

5230649.43

18948830.36

2490000.00

960000.00

14000000.00

34617526.30

22900000.00

2680615.05
17565985.18

373552.09
1685411.30
2969280.00

11000000.00

9816155.36

3000000.00

10220000.00

4132912.48

150836.00

7031516.40

3000000.00
35000.00

2990000.00

15183.00
3523379.12

3760000.00

1500000.00
2174600.00

331595131.40

截止2020年5月20日利息

32730753.03

56099237.35

4988398.49
13882878.58

6503667.75

4263666.01

29535601.81

26029320.14
13340153.74
7534376.56

13005054.77

6550397.79
750467.15

4492873.98

6249769.70

19505289.26

4163598.61

2050268.78

18350275.36

103110218.20

35422680.96

3542262.66
21052337.38

191750.77
6569219.28
4787608.70

13170126.43

7285167.68

6928800.00

11791441.96

4119707.90

256371.00

16706604.00

4688412.96
87785.26

6978930.32

149267.51
13647338.87

13460302.36

1895985.00
2357029.61

548225397.65

担保人
海口市人民城市信用合作社（后由原海南发展银行
托管）

海南新兴贸易有限公司（在海南省通什城市信用社
开出的定期存款单）；海南吴氏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海口大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屯昌县工商联合总公司

海南嘉华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国际科技工业园有限公司

四川龙泉渡假村、布鲁斯（成都）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海南布鲁斯织造有限公司
海南太阳房地产（香港）有限公司；王娟
海南电缆厂

海南一海贸易有限公司

南洋航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海南南洋船务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更名为南洋航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金牛药瓶开发有限公司；海南金牛膜料开发有
限公司
海南通贤房地产开发公司

符耀彩、王和权、冼善庆、刘志俊、黄良胤、海南省临
高城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高县城乡房地产开
发公司)

三亚市建材厂

海口中信典当拍卖行、三亚市华汇贸易公司、海南鑫
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原海南华汇国际科技投资公
司）、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海南双猫实业总公司

海南澳海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沃海房地产开发公
司）

海口民宝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国际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鑫马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中财深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原深圳市三九汽车发展有限公司)
海口艺苑美术发展中心

海南光辉工程有限公司

张春田、刘成英、殷志海、高永英

林先兰

海南兴绿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海南华美股份有
限公司)
海国投集团有限公司
定安县教育服务公司印刷厂

海南省定安县服装厂

定安县标准计量管理局
东方市华夏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县华侨特需商品供应公司

海南华义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洋浦银征实业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海口市人民城市信用合作社质押存单

号码0000329、帐号2050008、号码0000331、帐号
2050009；1999年省营（抵）字第0037号

2003年（义龙）抵字第004号(1份)
质押存单

借款抵押协议书(1份)；《房屋抵押贷款合同》（1份）

LC51396033U/信用证垫款转贷款协议书(共2份)

海口市人民城市信用合作社清算组颁发的债务编号
为人民A081、关闭海南发展银行清算组颁发的债务
编号为科技A155

定期存单
贷款担保书(1份)
定期存单

贷款担保书(1份)；《财产抵押契约》

借款抵押协议书(1份)；《房屋抵押贷款合同》
《保证合同》（担）97005

(担)字97026、（押）字97026

98抵押002号、98抵押006号

2002银抵字第046号、2002银抵字第053号、2003
银抵字第012号
001

贷款抵押承诺书、承诺书、贷款担保承诺书（2份）、
担保承诺书、抵押合同（补充1995年12月31日）、财
产抵押契约

借款抵押协议书（930031）

权利质押合同编号：三亚（质）字00020号，保证合同
编号三亚（保）字0004、0021、0022、0023号，抵押合
同：1997（三亚）字第 0024 至 0029 号，保证合同
（1999年9月20日）共12份

财产抵押契约（4份）

出口押汇总质权书
借款抵押协议书一份
98032号
2004年抵字第003号
2003年省行（保）字第0006号、2002年省行（保证）
字第0002号、2003年最高（保）字第0003号
《担保函》2份。

2003年秀房字第001号

22010250- 2012 年 琼 山（ 保 ）字 00007 号/
22010250-2012年琼山（保）字00008号

抵押合同号：22010250-92-004（（旧）土地房屋产
权转让抵押）

抵押合同号：22010250-95-0007（（旧）土地房屋产
权转让抵押）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抵押协议书》

借款申请书
2004年东房项第001号

借款抵押协议书（7份）

《抵押合同》
1999年省营（抵）字0005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李建炜 海南山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余慧勤 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建华 海南今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永强 海南威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

王 军 海南国康健康产业集团总裁

谢昭辉 海南美亚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廖艳林 中南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小辉 腾辉科技集团（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 莹 海南玫瑰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钱建农 海南亚特兰蒂斯商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 玲 华兆（海南）农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皓 三亚迎朋酒店公寓管理公司董事长

邢孔梅 三亚佳翔航空货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云 三亚明佳园林环卫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叶家生 三亚国际购物中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桂金德 海南鼎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庄志辉 儋州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郭开寿 海南郭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 洋 儋州宇顺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 玮 海南一龄医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冠 海南昌隆餐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 锐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宜胜 海南恒博建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黄春光 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 敬 文昌金泰国椰棕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 鹏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郭志光 海南口味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翁见龙 金世纪（海南）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敬平 万宁市琼州实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杨作炳 海南宏基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雪燕 海南五指山妙自然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雄发 五指山中部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郑丽娟 五指山椰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国显 五指山盛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经丽 东方市云天实业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小龙 东方万驰国际边贸城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世民 海南宏然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沸健 海南中凯安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南华 定安新竹南华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孔利 定安龙湖南科食用菌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 琳 屯昌梦幻香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公发 海南润昌基础设施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陆永波 屯昌屯城广兴酒店总经理

徐取俊 澄迈远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大魁 澄迈魁业房地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荣杰 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徐咏梅 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 海 临高海丰养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颜和德 海南欧兰德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剑飞 海南昌江鑫龙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晓宏 海南海顺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 宏 昌江棋子湾鱼虾苗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永刚 海南乐多多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树远 乐东茂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标志 海南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

刘同海 海南绿城高地投资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陈登科 海南陵水盛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 涛 海南家园生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小舒 白沙县南大洋酒精厂总经理

吉 贵 海南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

聂世军 海南呀诺达圆融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杨伟宇 保亭港海高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 江 海南琼中云湖旅游区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钟灵 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智 海南中丝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志平 海南焕烨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范敏华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

陈 晨 海南云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肖诗希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跃光 海南金畅物流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翠玲 海南天创物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万昌金 海南珠江格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

王 平 海南中正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林桥 海南大湖桥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 坤 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叶 茂 海南金鹿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

林钦存 海南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勤富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禄安 海南中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洪江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会成 海南第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文民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东云 海南佳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海生 海南省兴隆原产地有机咖啡有限公司董事长

吕良丰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成建伟 中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 驰 海南省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蒋泉来 海南华晟集团琼海博鳌华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

翁振文 海口源翔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茂源 广州市鼎源幕墙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分公司总经理

徐 朗 海南碧凯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钟春燕 海南椰国食品有限公司总裁

王成栋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冯川建 中金鹰（海南）安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文军 海南中视集团董事长

李华新 海南新大新华茂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 林 海南蜈支洲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蜈支洲岛旅游区总裁

林宏润 海南宇中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凤江 艺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伍苏国 海南国健高科技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宇东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邢诒川 海南现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涂友根 海南勇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俊绍 天九共享集团海口子公司总经理

关于海南省第三届光彩事业贡献奖人选名单的公示
海南省第三届光彩事业贡献奖人选名单公示（10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