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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陵水县金兴海产有限公司（陵
水金兴海产有限公司）
陵水县梁兴海产养殖公司（陵
水梁兴海产养殖公司）
陵水县陵港民政福利石化供应有
限公司（陵港民政福利石化供应
有限公司）

陵水县藤竹厂

陵水县盐场（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县盐场/广东省地方国营
陵水县盐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七仙岭农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保亭县民族家具厂

海南山兰玉液酒厂（地方国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酒厂 ）

海南省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

海南省国营南茂农场商贸公司

海南省国营三道农场
海南陆侨贸易有限公司

三亚市鹿园冰厂

三亚高效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南洋物产工贸总公司（海
口南洋物产工贸联合公司）
海口市红星食品厂

海口市家具二厂（地方国营海
口市家具二厂）

海口市水运公司

海南鄂海实业公司

海南新龙达实业有限公司
澄迈县富源实业公司
澄迈县供水公司
澄迈县恒昌工贸开发公司
澄迈县煌华工贸发展公司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
迈县江南糖厂）

澄迈县金宾贸易公司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万兴置业公司
澄迈县亚珠实业开发总公司

澄迈县永灵糖厂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

海南汇亨电缆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临高县自来水公司

海南省临高县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临高城乡建设总公司（海
南省临高城乡建设总公司）

临高县成通装饰工程公司

临高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中心

债权金额（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本金

400,000.00

300,000.00

200,000.00

130,000.00

29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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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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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000.00

12,944,000.00

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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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0,000.00

18,020,000.00

321,250.00

780,000.00

18,700,000.00

2,826,787.01

232,950.00

2,000,000.00

利息

2,483,985.68

1,837,684.52

1,458,563.51

1,228,216.63

2,452,844.41

388,633.72

1,300,406.24

3,561,753.84

1,629,241.30

38,029,746.41

955,051.13

4,426,999.95

955,261.68
15,769,346.05

2,570,757.47

4,080,984.72

7,214,393.27

552,523.23

9,411,895.58

524,963.60

23,260,863.83

19,501,813.52
4,323,731.75
5,132,093.09
1,267,367.03
1,161,300.52

130,481,240.49

4,531,779.13

95,675,406.91

1,327,847.53
5,382,005.89

46,740,695.98

118,209,836.83

19,634,311.79

4,905,583.87

288,439,544.57

7,914,932.84

1,467,811.88

6,915,216.35

债权合计

2,883,985.68

2,137,684.52

1,658,563.51

1,358,216.63

2,748,844.41

553,633.72

1,550,406.24

4,031,753.84

1,784,241.30

42,286,364.41

1,355,051.13

6,105,999.95

1,155,261.68
16,363,917.59

2,920,757.47

5,280,984.72

8,114,393.27

792,523.23

10,301,895.58

697,963.60

30,017,329.03

29,001,813.52
4,803,731.75
5,232,093.09
1,457,367.03
1,351,300.52

151,781,240.49

5,081,779.13

108,619,406.91

1,477,847.53
5,982,005.89

58,890,695.98

136,229,836.83

19,955,561.79

5,685,583.87

307,139,544.57

10,741,719.85

1,700,761.88

8,915,216.35

借款合同/编号/签订日期

1995年10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6年4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4年12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7年8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1987年12月24日《借款借据》/1988年10月31日《借款借据》
1989年1月9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1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4年2月7日至1995年2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8年4月2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2年12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1月20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3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4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4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5月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1）工信字1126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0222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0918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0411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100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1030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琼信字第11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3）保工银商信字（10）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保工银商信字（1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88）工信字1206号《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89）工信字1121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0）工信字0103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0）工信字111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1）工信字0408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1230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0122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0420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0625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2年8月2日至1993年6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0908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1024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1005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2）工信字122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060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0730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0823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0831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1010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1203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122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0227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0317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0414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0523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工信字1005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4）工信字第08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5）商信字1006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年4月23日《借款
展期协议书》

（96）商信字0118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6）保信字0402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960022《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94）保工银商信字29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9借字第33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1992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9（三亚）字17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1993年11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7年9月5日《工交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合同》
1989年6月26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0年10月31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2年12月23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7年01月19日《借款借据（借据）》
1987年10月24日《借款借据（借据）》
1984年12月30日《借款借据（借据）》
（旧合同）1993年06月26日房抵琼工银营信（93）005号《房屋抵押贷款合同》；
（新合同）1995年09月19日（95）003号《房屋抵押贷款合同》

（旧合同）1993年2月23日琼工银营信字（93003）号《土地抵押贷款合同》；

（新合同）1995年9月20日琼工银营信（土抵95001）号《土地抵押贷款合同》、
1995年10月18日《借款凭证（信贷存根）》
2001年7月12日2001年海甸房字第18号《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4年5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8年9月6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4年3月14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年2月14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10月20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11月22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12月31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年01月05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
年01月09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年01月12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年01月17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
年01月19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年01月22日《借款借据（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年01月26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
年01月29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年02月01日《借款借据（借据）》、1996年
02月05日《借款借据（借据）》

1998年11月26日《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1998年11月30日《借款借据（借据）》

1994年2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4年3月25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4年4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7年8月30日《工交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合同》
1988年8月10日《工交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合同》
1995年11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11月17日《企业
流动资金借款申请书》

1995年11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5年12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12月06日《借款借
据（借据）》
1995年12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12月13日《借款借
据（借据）》

1995年12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5年12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6年1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6年1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940015、1994年04月21日《借款借据（借据）》
1994年06月2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7年03月18日《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编号：97004）
1998年12月03日《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编号：工98004号）
1999年01月21日《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编号：工99001号）
1995年05月05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12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12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09月08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08月01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09月08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05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04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5年11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5年11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5年11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5年09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5年09月06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5年07月31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7年03月25日《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1997年11月11日《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年10月09日《借款凭证（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3年04月19日《借款凭证（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4年12月27日《借款凭证（借据）》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年09月26日《借款凭证（借据）》
临工银借字（1996）11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临工银借字（1996）02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临工银借字（98）第68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临工银借字（96）13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
工银房合同：1997年第2号《中国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合同》
工银房借：（98）年第2号《中国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日期

1995年10月7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4月29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4年12月6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1987年8月16日《中国工商银行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分行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
1989年1月9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1年12月23日《财产抵押契约》
编号940002号《财产抵押契约》
1988年4月2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2年12月25日《抵押借款协议书》
1989年1月20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3月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4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4月22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9年5月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1）工信字1126号
（92）工信字0222号
（92）工信字0918号
（94）工信字0411号
（95）工信字1009号
1995年10月30日《抵押物清单》

1995年7月11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4月12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1995年6月28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88）工信字1206号《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89）工信字1121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90）工信字0103号《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995年4月14日《财产抵押契约》

无
无
1994年11月08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1995年10月6日《财产抵押契约》/《担保证明》

1996年1月18日《财产抵押契约》/1996年1月8日《担保证明》

1996年4月2日《财产抵押契约》/《担保证明》

合同编号960022《抵押合同》/1996年10月11日《担保证明》
1994年8月29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1999保字第33号《保证合同》
1992年10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
抵押协议书》
1999（抵）字017号《抵押合同》
1993年11月18日《财产抵押契约》/1993年11月1日《担保
说明》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房抵琼工银营信（93）005号《房屋抵押贷款合同》
（95）003号《房屋抵押贷款合同》
琼工银营信字93003号《土地抵押贷款合同》；1995年10月
06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地产产权管理处《抵押登记批准书》、
2002年11月29日《抵押物处置协议书》
1995年10月06日洋浦经济开发区房地产产权管理处《抵押
登记批准书》、2002年11月29日《抵押物处置协议书》
2001年7月12日2001年海甸质字第05号《权利质押合同》
1994年5月18日《保证书》
1988年9月6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抵押协议书》、《保证书》
1996年1月20日《财产抵押契约》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98年11月26日工字第98003号《保证合同》、《抵押合同》

1994年02月13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1994年03月25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1994年4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1987年8月30日《工交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合同》
1988年8月10日《工交企业技术改造贷款合同》
1995年11月17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
年11月18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1月18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
年11月18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2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
年12月06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2月6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
年12月06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2月19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
年12月31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2月29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5
年12月29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1月12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
年1月12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1月24日《中国工商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1996
年1月24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4年4月20日《财产抵押契约》/房屋他项权证及证明书
1994年06月28日《借款抵押协议书》
97004号《抵押合同》
工98004号《抵押合同》、工98004号《保证合同》
工99001号《抵押合同》、工99001号《保证合同》
1995年05月05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6年12月31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09月08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08月01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09月08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05月20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6年04月16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1月27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1月21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11月21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09月29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09月06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07月31日《中国工商银行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1997年03月28日《抵押合同》
97006号抵押合同
1997年10月07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3年04月19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4年12月20日《财产抵押契约》
1995年06月15日《财产抵押契约》
临工银抵字（1996）11号《抵押合同》

临工银抵字（1996）02号《抵押合同》

临工银抵字（98）第68号《抵押合同》

临工银抵字（96）13号《抵押合同》
02号《抵押合同》（1997年12月31日）
02号《抵押合同》（1998年10月19日）

担保人

陵水县金兴海产有限公司

陵水县梁兴海产养殖公司、吴增平、梁亚六

王波

陵水县第二轻工业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经济委员会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陵水县经济委员会
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盐场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农业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印刷厂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保亭县对外贸易总公司(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对外贸易总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经济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经济委员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经济委员会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海南山兰玉液酒厂（地方国营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酒厂 ）
无
无
海南省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
海南省国营南茂农场商贸公司/海口南
茂化工公司
海南省国营南茂农场商贸公司/海口南
茂化工公司
海南省国营南茂农场商贸公司/海口南
茂化工公司
海口南茂化工公司
海南省国营三道农场
海南陆侨广州酒家娱乐有限公司
抵押物一为三亚市鹿园冰厂；抵押物二
为三亚市兴华制冰厂；抵押物三无
三亚置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海口南洋物产工贸总公司（海口南洋物
产工贸联合公司）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海南鄂海实业公司
海南鄂海实业公司

海南鄂海实业公司

海南鄂海实业公司

海南省农业学校
郑爱銮
澄迈县建设委员会
李斌、李江
吴红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
糖厂）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
糖厂）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
糖厂）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
糖厂）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
糖厂）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
糖厂）

澄迈县江南糖厂（地方国营澄迈县江南糖厂）、澄
迈县千秋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县金宾贸易公司、李培彬
澄迈县金宾贸易公司、李培彬
澄迈县金宾贸易公司、李培彬
澄迈县经济委员会
澄迈县经济委员会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澄迈县老城糖厂

黄海峰
澄迈县亚珠实业开发总公司
澄迈县永灵糖厂
澄迈县永灵糖厂、澄迈县千秋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澄迈县永灵糖厂、澄迈县千秋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工贸羽绒制品厂、澄迈县二轻工业公司
海南汇亨电缆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临高县自来水公司
临高县自来水公司
临高县自来水公司
海南省临高县信托投资公司
海南临高城乡建设总公司（海南省临高
城乡建设总公司）
海南临高城乡建设总公司（海南省临高
城乡建设总公司）
海南临高成通装修工程公司
临高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中心
临高县经济适用住房开发中心

原贷款支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陵水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保亭工行
三亚工行

三亚工行

三亚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海口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澄迈工行
临高工行
临高工行
临高工行
临高

临高工行

临高工行

临高工行
临高工行
临高工行

上接A11版

下转A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