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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原贷款行
借款人
号
126 工行琼山支行 地方国营琼山市盐场
127 工行琼山支行 地方国营琼山市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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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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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55
156
157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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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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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66
167
168
169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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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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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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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178
179
180
18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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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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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191
192

借款合同号
贷款本金余额
币种
担保人
担保合同号（或者合同签订日期）
（或者合同签订日期）
(单位：
元）
19890810-19920810 人民币
10,000.00 -19900417-19910417 人民币
100,000.00 -地方国营琼山市盐
工行琼山支行 地方国营琼山市盐场
19940519-19950331 人民币
500,000.00
51 号《财产抵押契约》
场
海口澳华实业有限
工行琼山支行 海口澳华实业有限公司 19920924-19930724 人民币 5,000,000.00
19920924-19930724
公司
琼山市木材公司（海口 (94) 琼 工 银 商 信 字 第
（94）琼工银商信字第 17 号《借
工行琼山支行
人民币
220,000.00 海口琼山木材公司
琼山木材公司）
17 号
款抵押协议书》
海南省农牧业发展
工行琼山支行 海南琼池实业有限公司 19920806-19921212 人民币 1,500,000.00
19920806-19921212
总公司
海南省农牧业发展
工行琼山支行 海南琼池实业有限公司 19921220-19930619 人民币
400,000.00
19921220-19930619
总公司
海南省农牧业发展
工行琼山支行 海南琼池实业有限公司 19930419-19930630 人民币 1,000,000.00
19930419-19930630
总公司
海南省农牧业发展
工行琼山支行 海南琼池实业有限公司 19930729-19940131 人民币
500,000.00
19930729-19940131
总公司
海口利盛化工有限公司
19920807 签 订 的 借
地方国营琼山县建
工行琼山支行 （原海南琼山广盛化工
人民币
700,000.00
19920807 签订的借款合同
款合同
筑材料总厂
有限公司）
定安工商局（海南省定
定安县工商行政管
工行定安支行
19941005-19951005 人民币
250,000.00
19941005-19951005
安工商行政管理局）
理局
工行琼海支行 陈华亚
19981214-19991215 人民币
140,000.00 陈华亚
19981214-19991215
工行琼海支行 陈华亚
19971205-19981205 人民币
60,000.00 陈华亚
19971205-19981205
工行琼海支行 海南省沙老钛矿
19961003-19971003 人民币 13,270,000.00 海南省沙老钛矿
19961003-19971003
蒙 上 琪 、黎 秀 英 、
（98）个贷抵字 1133 号、
（98）个
工行琼海支行 蒙上琪
19981127-19991127 人民币
150,000.00
黄培钦
贷保字第 1133 号
琼海市安达实业公
琼海市安达实业公司安
1994 年 1 月 14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琼海支行
19940114-19950114 人民币
600,000.00 司安海公共汽车分
海公共汽车分公司
议书》
公司
工行琼海支行 琼海市恒星实业有限公司 19940517-19941230 人民币
450,000.00 张玉卿、王兆亚
19940517-19941230
琼海市华侨实业发展公
琼海市归国华侨联
工行琼海支行
19941129-19951129 人民币
250,000.00
19941129-19951129
司
合会
琼海县水利电力局、
琼海市加积水电工程管
编号 22010253-118921021《财
工行琼海支行
19921021-19971021 人民币
600,000.00 琼海市加积水电工
理处
产抵押契约》
程管理处(抵押人)
琼海县经济委员
(91 年琼）工银技合字
（91 年琼）工银技合字壹号《抵押
工行琼海支行 琼海市加积糖厂
人民币 2,675,000.00 会 、琼 海 市 加 积 糖
第壹号
借款合同》
厂(抵押人)
工行琼海支行 琼海市青葛琼脂厂
19961226-19971226 人民币
150,000.00 陈华亚
19961226-19971226
琼海县水利电力局、
琼海市石合水电工程管
1992 年 7 月 27 日《财产抵押契
工行琼海支行
19920807-19950731 人民币
329,500.00 琼海市石合水电工
理处
约》
程管理处(抵押人)
琼海市食品厂(海南省国
1995 年 6 月 6 日《财 产 抵 押 契
工行琼海支行
19950606-19960606 人民币 4,010,000.00 琼海市食品厂
营琼海市食品厂）
约》
琼海市食品厂(海南省国
1995 年 6 月 6 日《财 产 抵 押 契
工行琼海支行
19950606-19960606 人民币
500,000.00 琼海市食品厂
营琼海市食品厂）
约》
琼海市食品厂(海南省国（91 年琼）工银技合字
工行琼海支行
人民币
60,000.00 -营琼海市食品厂）
贰号《抵押借款合同》
中共琼海市委办公
工行琼海支行 琼海市委招待所
19930114-19941104 人民币
500,000.00
19931104
室
中共琼海市委办公
工行琼海支行 琼海市委招待所
19931221-19941130 人民币
300,000.00
19931222
室
22010253-1999 年琼海（抵）字
工行琼海支行 占达忠
19980610-19990610 人民币
150,000.00 占达忠及王玉琼
0128 号
郭万元、郭万信、郭 1990 年 12 月 13 日借款借据（借
工行陵水支行 郭万元
19901213-19930301 人民币
340,000.00
万道、郭万忠
据）
海南省石油总公司新村
陵水县宏发贸易有
1993 年 10 月 6 日《贷 款 担 保
工行陵水支行 公司曲港加油站（海南 19931006-19940430 人民币
250,000.00 限公司；梁振法、黎
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
省新村石油贸易公司）
英利
1995 年 7 月 26 日《财产抵押契
海南万洲兴隆建筑材料
海南万洲兴隆建筑材
约及抵押物清单》、
《国有土地使
工行陵水支行
19950726-19960125 人民币
200,000.00
装璜公司
料装璜公司、
刘文信
用证》
陈家详、郭学华、李 1988 年 5 月 3 日《工商企业流动
工行陵水支行 林鸿庆联合社
19880504-19900430 人民币
110,000.00
正民、张原文
资金借款合同》
陵水县对外经济发展公
陵水县对外经济发
1990 年 12 月 5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陵水支行 司（现更名：陵水黎族自 19901205-19911205 人民币
150,000.00 展公司、陵水黎族自
议书》
治县对外经济发展公司）
治县外经友谊商场
陵水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工行陵水支行 （现更名：陵水黎族自治 19911221-19920630 人民币
30,000.00 -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陵水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1988.5.25 签订借款合
工行陵水支行 （现更名：陵水黎族自治
人民币
70,000.00 陵水县水产局
-同
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陵水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1988.5.26 签订借款合
工行陵水支行 （现更名：陵水黎族自治
人民币
80,000.00 陵水县水产局
-同
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陵水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工行陵水支行 （现更名：陵水黎族自治 19921225-19931225 人民币
100,000.00 -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陵水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1988.5.27 签订借款合
工行陵水支行 （现更名：陵水黎族自治
人民币
150,000.00 陵水县水产局
-同
县海陵珍珠养殖场）
陵水县金兴海产有限公
陵水县金兴海产有 1995 年 10 月 7 日《财产抵押契
工行陵水支行 司（现更名：金兴海产有 19951007-19961007 人民币
400,000.00
限公司
约及抵押物清单》
限公司）
陵 水 县 盐 场（海 南
陵水县盐场（海南省陵
1991 年 12 月 23 日《财产抵押契
工行陵水支行
19911224-19920630 人民币
26,000.00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约及清单》
盐场）
陵水县经济委员会
陵水县盐场（海南省陵
1988 年 4 月 2 日《工商企业流动
工行陵水支行
19880402-19880802 人民币
40,000.00（陵 水 黎 族 自 治 县
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资金借款合同》
经济委员会）
陵 水 县 盐 场（海 南
陵水县盐场（海南省陵
1994 年 2 月 7 日《财产抵押契约
工行陵水支行
19940207-19950205 人民币
40,000.00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及清单》
盐场）
陵水县经济委员会
陵水县盐场（海南省陵
1989 年 1 月 9 日《工商企业流动
工行陵水支行
19890108-19890630 人民币
40,000.00（陵 水 黎 族 自 治 县
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资金借款合同》
经济委员会）
陵 水 县 盐 场（海 南
陵水县盐场（海南省陵
1992 年 12 月 25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陵水支行
19921225-19931225 人民币
150,000.00 省陵水黎族自治县
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议书》
盐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1989 年 1 月 20 日《工商企业流
工行保亭支行
19890119-19890621 人民币
25,000.00
仙岭农场
县农业委员会
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1989 年 3 月 7 日《中国工商银行
工行保亭支行
19890307-19890907 人民币
20,000.00
仙岭农场
县农业委员会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1989 年 4 月 12 日《中国工商银
工行保亭支行
19890412-19890821 人民币
40,000.00
仙岭农场
县农业委员会
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1989 年 4 月 22 日《中国工商银
工行保亭支行
19890422-19890721 人民币
40,000.00
仙岭农场
县农业委员会
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1989 年 5 月 8 日《中国工商银行
工行保亭支行
19890508-19891208 人民币
40,000.00
仙岭农场
县农业委员会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工行保亭支行
（91）工信字 1126 号 人民币
40,000.00
（91）工信字 1126 号
刷厂
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工行保亭支行
（92）工信字 0222 号 人民币
40,000.00
（92）工信字 0222 号
刷厂
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工行保亭支行
（92）工信字 0918 号 人民币
40,000.00
（92）工信字 0918 号
刷厂
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工行保亭支行
（94）工信字 0411 号 人民币
30,000.00
（94）工信字 0411 号
刷厂
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工行保亭支行
（95）工信字 1009 号 人民币
40,000.00
（95）工信字 1009 号
刷厂
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1995 年 10 月 30 日《抵 押 物 清
工行保亭支行
（95）工信字 1030 号 人民币
60,000.00
刷厂
县印刷厂
单》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95）工琼信字第 11 号 人民币
200,000.00 -（93）保 工 银 商 信 字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 1995 年 4 月 12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人民币
40,000.00
（10）号
公司
议书》
（95）保 工 银 商 信 字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 1995 年 6 月 28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人民币
230,000.00
（19）号
公司
议书》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88）工信字 1206 号《工商企业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19881206-19891121 人民币
30,000.00
县经济委员会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89）工信字 1121 号《工商企业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19891121-19900521 人民币
10,000.00
县经济委员会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90）工信字 0103 号《工商企业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19900103-19900721 人民币
70,000.00
县经济委员会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19901119-19910521 人民币
20,000.00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19910408-19911021 人民币
10,000.00 -工行保亭支行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19921230-19931220 人民币
15,000.00 -海南省保亭热带作物研
海南省保亭热带作 1994 年 11 月 08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保亭支行
19941108-19950408 人民币
400,000.00
究所
物研究所
议书》
海南省国营三道农 1994 年 8 月 29 日《借款抵押协
工行保亭支行 海南省国营三道农场
19940829-19950228 人民币
200,000.00
场
议书》
海口南洋物产工贸联合
1993 年 11 月 18 日《财产抵押契
公司（海口南洋物产工贸
海口南洋物产工贸
工行海甸支行
19931101-19940210 人民币
900,000.00
约》/1993 年 11 月 1 日《担保说
总公司）
（借款名称：
海口
总公司
明》
南洋物产工贸联合公司）
■■■■■

序
借款合同号
贷款本金余额
原贷款行
借款人
币种
担保人
担保合同号（或者合同签订日期）
号
（或者合同签订日期）
(单位：
元）
193 工行海甸支行 海口市红星食品厂
19870505
人民币
240,000.00 -地方国营海口市家具二
194 工行海甸支行
19871024-19901230 人民币
200,000.00 -厂（海口市家具二厂）
地方国营海口市家具二
1992 年 12 月 23 日《中国工商银
195 工行海甸支行
19921211-19950731 人民币
510,000.00 海口市家具二厂
厂（海口市家具二厂）
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地方国营海口市家具二
1990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工商银
196 工行海甸支行
19901031-19910228 人民币
100,000.00 海口市家具二厂
厂（海口市家具二厂）
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地方国营海口市家具二
197 工行海甸支行
19870119-19881030 人民币
50,000.00 -厂（海口市家具二厂）
地方国营海口市家具二
1989 年 6 月 26 日《工商企业流
198 工行海甸支行
19890626-19900626 人民币
30,000.00 海口市家具二厂
厂（海口市家具二厂）
动资金借款合同》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检察 工银房合同（95）年第
海口市新华区人民 1995 年 12 月 28 日《借款抵押协
199 工行海甸支行
人民币 1,500,000.00
院
47 号
检察院
议书》
《国有土地使用证》、1994 年 5 月
200 工行澄迈支行 澄迈县富源实业公司
19940520-19950520 人民币
480,000.00 蔡汝富、郑爱銮
18 日《保证书》
澄迈县供水公司（现更名：
201 工行澄迈支行
19880906-19900901 人民币
100,000.00 澄迈县建设委员会 19880906-19900901
澄迈宝泉供水有限公司)
19940420- 19941020，
202 工行澄迈支行 澄迈县万兴置业公司
人民币
150,000.00 黄海峰
1994 年 4 月 21 日证明书
编号：
940015
澄迈县亚珠实业开发总
澄迈县亚珠实业开 1994 年 6 月 28 日《借款抵押协
203 工行澄迈支行
19940628-19950628 人民币
600,000.00
公司
发总公司
议书》
204 工行澄迈支行 海南省公路局澄迈县分局 19960213-19960913 人民币
500,000.00 海南省公路局
19960213-19960913
205 工行澄迈支行 李潭琼
2000 年商字第 23 号 人民币
160,000.00 李周来、李周龙
2000 年商字第 23 号
206 工行澄迈支行 王大科
2000 年商字第 31 号 人民币
125,000.00 王大科
2000 年 6 月 9 日《抵押合同》
207 工行澄迈支行 吴清容
99 年商字第 36 号
人民币
50,000.00 杜友贵
99 年商字第 36 号
208 工行临高支行 周振勇
临工银借字（1998）2号 人民币
33,000.00 周振勇
1998 年 6 月 12 日《抵押合同》
209 工行临高支行 王庆辉
临工银（98）借字第5号 人民币
30,000.00 王纪安
临工银（98）押字 5 号
临工银（1998）借字第
210 工行临高支行 韩素坚
人民币
17,400.00 李庆福
临工银（1998）押字 17 号
17 号
临工银（1998）借字 27
211 工行临高支行 陈超荣
人民币
25,909.28 陈超荣
1998 年 10 月 15 日《抵押合同》
号
临工银（1998）借字第
212 工行临高支行 陈樱菠
人民币
38,000.00 陈樱菠
1998 年 11 月 16 日《抵押合同》
42 号
213 工行临高支行 周少焦
临工银（1998）借字44号 人民币
24,400.00 王春兰
临工银（1998）押字 44 号
海南临高新纪元开发有 工银房合同：2000 年
海南临高新纪元开
214 工行临高支行
人民币
326,835.00
2000 年押字第 001 号
限公司
第1号
发有限公司
昌江黎族自治县水
215 工行昌江支行 昌江县水电接待中心
19950530-19960520 人民币
174,000.00
19950530-19960520
电局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水
216 工行昌江支行
海工银信字 072 号
人民币
200,000.00
海工银信字 072 号
水产供销公司
产局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 昌 工 银 信 字 91昌江黎族自治县水
217 工行昌江支行
人民币
180,000.00
海昌工银信字 91-004 号
水产供销公司
004 号
产局
昌江县石碌影剧院（昌江
昌江黎族自治县文
218 工行昌江支行
19931216-19941219 人民币
239,000.00
19931216-19941219
黎族自治县石碌影剧院）
化局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
219 工行昌江支行
19930304-19930904 人民币
98,000.00
19930304-19930904
饮食服务公司
业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饮食服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
220 工行昌江支行
粤昌工银信字 022 号 人民币
20,000.00
粤昌工银信字 022 号
务公司商贸部
业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饮食服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
221 工行昌江支行
粤银信字 050 号
人民币
30,000.00
粤银信字 050 号
务公司商贸部
业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饮食服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
222 工行昌江支行
粤商银信字 075 号
人民币
50,000.00
粤商银信字 075 号
务公司商贸部
业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饮食服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
223 工行昌江支行
91-010
人民币
22,000.00
91-010
务公司商贸部
业局
昌江黎族自治县饮食服
昌江黎族自治县商
224 工行昌江支行
93-013
人民币
70,000.00
93-013
务公司商贸部
业局
陈冬晓、文平（截止
（1998）东工银信字 09
（1998）东 工 银 信 字 04 号 和 05
225 工行东方支行 叶燕萍
人民币
0.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号
号
欠息109523.70 元）
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新债务人为
226 工行乐东支行
19901029-19910630 人民币
60,000.00 -乐东黎族自治县市场建
设服务中心）
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新债务人为
乐东黎族自治县工 1993 年 11 月 8 日《借款抵押协
227 工行乐东支行
19931108-19940610 人民币
70,000.00
乐东黎族自治县市场建
商行政管理局
议书》
设服务中心）
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新债务人为
乐东黎族自治县工 1990 年 9 月 17 日《借款抵押协
228 工行乐东支行
19900927-19910927 人民币
10,000.00
乐东黎族自治县市场建
商行政管理局
议书》
设服务中心）
乐东黎族自治县工商行
政管理局（新债务人为
229 工行乐东支行
19871214-19881231 人民币
40,000.00 -乐东黎族自治县市场建
设服务中心）
1994 年 12 月 15 日《借款抵押协
230 工行乐东支行 杨照东
19941215-19951215 人民币
203,000.00 杨照东
议书》
乐东黎族自治县经
乐东黎族自治县农机二
1995 年 08 月 30 日《财产抵押契
231 工行乐东支行
19950615-19960615 人民币
300,000.00 济 委 员 会 、乐 东 黎
厂
约》
族自治县农机二厂
乐东黎族自治县劳
乐东黎族自治县就业大
1993 年 09 月 02 日《借款抵押协
232 工行乐东支行
19930902-19931229 人民币
130,000.00 动 宾 馆【合 同 签 订
厦
议书》
主体】
乐东黎族自治县中 1995 年 04 月 10 日《借款抵押协
233 工行乐东支行 乐东黎族自治县中医院 19950410-19951010 人民币
195,000.00
医院
议书》
乐东黎族自治县水
乐东黎族自治县长茅工
电 局 、乐 东 黎 族 自
234 工行乐东支行
19941205-19950605 人民币
500,000.00
1994 年 12 月 5 日《抵押物清单》
程管理局
治县长茅工程管理
局（抵押人）
235 工行乐东支行 国营乐东佛罗林场
19950607-19960330 人民币
700,000.00 国营海南省佛罗林场 1995年6月7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容 辉 、乐 东 黎 族 自
乐东黎族自治县佛罗镇
1994 年 11 月 15 日《借款抵押协
236 工行乐东支行
19941121-19950721 人民币
450,000.00 治县佛罗镇农机供
农机供应维修服务站
议书》
应维修服务站
乐东黎族自治县石油公
乐东黎族自治县石油 1995 年 01 月 10 日《借款抵押协
237 工行乐东支行
19950109-19960109 人民币
140,000.00
司英海经销部
公司莺歌海经销部 议书》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流康
乐东黎族自治县黄 1995 年 01 月 05 日《借款抵押协
238 工行乐东支行
19950105-19960105 人民币
162,000.00
清琼运输公司
流康清琼运输公司 议书》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
乐东黎族自治县莺 1994 年 12 月 21 日《借款抵押协
239 工行乐东支行
19941221-19951221 人民币
174,000.00
镇人民政府
歌海镇人民政府
议书》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1991 年 7 月 18 日《借款抵押协
240 工行保亭支行
19910718-19911017 人民币
44,000.00
治县新华书店
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议书》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1991 年 8 月 13 日《借款抵押协
241 工行保亭支行
19910813-19911112 人民币
40,000.00
治县新华书店
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议书》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1991 年 12 月 26 日《借款抵押协
242 工行保亭支行
19911226-19920130 人民币
50,000.00
治县新华书店
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议书》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1992 年 5 月 28 日《借款抵押协
243 工行保亭支行
19920528-19920828 人民币
100,000.00
治县新华书店
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议书》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1993 年 4 月 17 日《借款抵押协
244 工行保亭支行
19930417-19940421 人民币
100,000.00
治县新华书店
族自治县新华书店 议书》
文昌市冯坡镇里美乡政
文昌市冯坡镇里美 1987 年 4 月 11 日《中国农业银
245 农行文昌支行
19870411-19871231 人民币
12,000.00
府
乡政府
行担保借款协议书》
246 农行万宁支行 海南省国营六连林场
19991208-20061208 人民币 1,000,000.00 海南省国营六连林场 19991208-20061208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47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870101-19881231 人民币
190,000.00
19870101-19881231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48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880101-19920705 人民币
180,000.00
19880101-19920705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49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880624-19930624 人民币
200,000.00
19880624-19930624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0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890720-19910720 人民币
150,000.00
19890720-19910720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1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01030-19910430 人民币
300,000.00
19901030-19910430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2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10412-19920412 人民币
100,000.00
19910412-19920412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3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21130-19931130 人民币
100,000.00
19921130-19931130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4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41104-19951104 人民币
300,000.00
19941104-19951104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5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51103-19960630 人民币
300,000.00
19951103-19960630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6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21110-19931110 人民币
150,000.00
19921110-19931110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7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30503-19930528 人民币
100,000.00
19930503-19930528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8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31203-19940603 人民币
200,000.00
19931203-19940603
林场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
259 农行定安支行 海南省国营金鸡岭林场 19960702-20010724 人民币
900,000.00
19960702-20010724
林场
海南省国营上甬林场(海
海南省国营上埇林
260 农行琼海支行 南省上诵林场)(借款人：19991230-20041230 人民币 1,000,000.00
19991230-20041230
场
海南省国营上埇林场)
海南省国营上甬林场(海
海南省国营上埇林
261 农行琼海支行 南省上诵林场)(借款人：20020618-20040618 人民币
800,000.00
20020618-20040618
场
海南省国营上埇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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