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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丰玛陶瓷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南区经贸局

秦皇岛市棉纺厂

丰南市对外经济贸易
发展部
廊坊光明联合开发总
公司

唐山市美玉瓷厂

唐山市美玉瓷厂

香河县大华工业贸易
公司

河北省芦台农场

秦皇岛市中阿化肥配
套总公司
秦皇岛桃源集团有限
公司（秦皇岛步鑫生集
团有限公司）

河北冀腾纸业公司

唐山海丰纸业有限公
司

河北省三河市特种建
筑材料厂

唐山国际塑胶有限公
司

唐山金属物资（集团）
公司

河北兴隆县化肥厂

唐山市公益实业开发
总公司

唐山市丰南区泰丰炼
钢厂[现名：唐山瑞丰
钢铁（集团）泰丰钢铁
有限公司]

南宫长城针织有限公
司

秦皇岛中联汽车大修
改装厂

丰南物产企业集团汽
车贸易总公司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
总公司秦皇岛公司

唐山市源和贸易有限
公司

昌黎县佳伦葡萄酿酒
有限责任公司

秦皇岛市泰吉商贸有
限公司

迁安市冀东草业有限
公司

大厂回族自治县宝生
钢铁制品有限公司

宣化钟楼啤酒集团有
限公司

唐山市降尘设备厂

廊坊市通汇化学工业
总公司

唐山华丰薄板有限公
司

唐山市路北区福利综
合总厂

唐山市新区建华钢铁
厂

唐山金盾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唐山市玉米生物工程
总公司
唐山市钱营钢铁（集
团）公司
唐山市工业贸易总公
司
迁安市富源水泥有限
公司

秦皇岛市燕山玻璃制
品总厂

丰南县龙达综合食品
冷冻厂（唐山龙达综合
食品冷冻厂）

迁安市侨联铸造厂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秦皇岛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廊坊爱民道
办事处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香河县
支行房地产信贷部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香河
县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秦皇岛
中心支行

交通银行秦皇岛分行

中国银行滦南支行

中国银行唐海支行

中国银行廊坊分行

中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丰南支行

交通银行石家庄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秦皇岛
车站办事处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秦皇岛分行

农行唐山西山道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昌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秦皇岛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新华道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厂支行

中国银行宣化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永青县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新华道
办事处

中国银行乐亭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迁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秦皇岛中心
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95年短字第01-005-01号

97年短字第008号
97年短字第027号
97年短字第08035号
97年短字第08047号
97年短字第08048号
97年短字第08054号
唐交银2000年贷字A0253
号
[1995年]第01-1号
[1997年]第03-66号
唐 交 银 2003 年 贷 字
2003H007号
J00009号
J0002号
河办信字J0001号
河办信外字第002号
河办信外字第002号
河办信外字第002号
河办信外字第001号

(1994年)第0058号

1994年信字第01-1号

[96年]第37号
[1996年]41号
[1996年]002-9号
唐交银2002年贷字A0133
号

(87)05

97年短字第05076号
97年短字第05077号
97年短字第05083号

（2003）滦中银流字003号

2004年流字002号
2003年流字006号
2003年流字011号

2003年流字010号

2004年流字004号
2003年流字005号

95001
95001（美元）

98汇字001号

99汇票字001号、99汇票字
002号、99汇票字003号

98汇字（002）号（美元）

99汇字（570003）号

99字（57001）号

98字（570001）号

1998字（570002）号

九八年信字第1号

94年合字第6号

唐交银99年贷字G007号

9583176

2003年公业借字2003007
号

2003年D字103号

（2003承）字第205号

（2003承）字第207号

1995年信流字第012013号
1994年信流字第012035号

95年建贷字第22号

95年工字第19号
97年交银信短字第971003
号

96年W字第014号

96年W字024第号

13101200900004337

04040125-2014年（昌黎）
字0029号

2015（展期）0007号

0040400104-2016年（开
发）字00069号

0040400104-2016年（开
发）字00070号

0040400104-2016年（开
发）字00072号

建唐新2012-LDZJ—02

2014-DC-002

2002年宣借字28号
2002年宣借字29号
2002年宣借字30号
2002年宣借字31号
2002年宣借字32号
2003年宣借字03号
2003年宣借字16号
2003年宣借字17号
2003年宣借字18号
2000 年 3 月 31 日签订的

《转贷协议》
转贷费
外88-1
98年交银信短字第981007
号
(1992年)第001号
[1997年]第001号
[1997年]第52号
[1997年]第59号
唐交银2002年贷字I2035
号
1996年唐交信短字第4-22
号
97年唐交信短字第0426号

99字(0129)号

中银借字第062901号

中银借字第062902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25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33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49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62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67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86号
九六抵借字第29号
九七年抵借字第001号

95年短字第05-19-1号

1997年交银外字第12-4号

2003年迁中银字003号

1987年5月18日签订的金
额为650万元的《更新改造
措施借款延期合同》

（87）04
（87）06

94年9月21日签订的金额
为230万元的借款合同

（92年）第004号

丰南市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腈纶厂
河北省秦皇岛腈纶厂
河北省秦皇岛腈纶厂
秦皇岛野生动物园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海湾安全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斗星阀门工业有限公司

—
—

唐山市美玉瓷厂

唐山市第四耐酸陶瓷厂
唐山市电光源玻璃制品厂
唐山市电光源玻璃制品厂

河北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冀东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香河华生家具有限公司

河北省香河县金星环境保护设备
厂
香河县金星工业公司

香河县大华工业贸易公司

河北省国营芦台农场水电工程公
司

秦皇岛市财政局

秦皇岛桃源集团有限公司（秦皇岛
步鑫生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永新纸业有限公司
唐山中红普林食品有限公司
河北海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海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海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兴星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海丰纸业有限公司
河北海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海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三河洁神集团公司、三河市冶金轴
承厂、河北省三河市水泥工业总公
司、河北省三河市机械厂、河北省
三河市钢管厂、河北省三河市特种
建筑材料厂

河北省三河市砖瓦三厂、河北省三
河市白云石矿、河北省三河市特种
建筑材料厂

河北省三河市特种建筑材料厂

河北省三河市砖瓦二厂

河北省三河市特种建筑材料厂、三
河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三河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河北省
三河市特种建筑材料厂
河北省三河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三河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河北省
三河市特种建筑材料厂
唐山国际塑胶有限公司
唐山国际塑胶有限公司、唐山市第
一木制品厂

唐山市建筑材料总公司

河北兴魏食品有限公司、承德兴伊
罐头食品有限公司

唐山隆达骨质瓷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南区泰丰炼钢厂[现名：唐
山瑞丰钢铁（集团）泰丰钢铁有限
公司]

唐山恒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宫长城针织有限公司
南宫市第一毛纺厂
华北京海秦皇岛汽车保修设备公
司
秦皇岛市京秦储运经销处
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公司机电设
备公司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现名：
中国昊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秦皇岛多瑙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唐山市开平区景州钢丝厂、刘景州

昌黎县海峪长城葡萄酿酒有限公
司、董更梅、刘爱民、秦淑娥、刘爱
国、昌黎县佳伦葡萄酿酒有限责任
公司

昌黎县海峪长城葡萄酿酒有限公
司、董更梅、刘爱民、秦淑娥、刘爱
国

刘运强、赵建芳；泰吉柏乡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柏乡县泰吉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刘运强、赵建芳；泰吉柏乡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柏乡县泰吉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刘运强、赵建芳；泰吉柏乡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柏乡县泰吉农作
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魏小平、满恒国；魏小平、满恒国

李洪忠、孟宪敏；
大厂回族自治县宝生钢铁制品有
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钟楼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钟楼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钟楼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宣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无
张家口宣化造纸厂

丰南市制刷厂

永清县经编厂

廊坊市通汇化学工业总公司

河北丰润特钢公司、唐山华丰薄板
有限公司

唐山市海格雷瓷厂

唐山市沿河瓷厂

唐山市龙华钢铁公司兴华轧钢厂

唐山市新区建华冷拔钢材厂、唐山
市益东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新区建华钢铁厂
唐山市金盾大酒店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盾大酒店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盾大酒店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盾大酒店有限公司
唐山市金盾大酒店有限公司
唐山博伦物贸有限公司

唐山市玉米生物工程总公司

唐山市建筑陶瓷厂丰南分厂

唐山市商业大厦

迁安市富源水泥有限公司

秦皇岛市造纸厂

秦皇岛市山海关啤酒厂
秦皇岛市造纸厂

丰南县龙达综合食品冷冻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95年保字第01-005-01号

97年字第008号
97年字第027号
97年短字第08035号
97年短字第08047号
97年短字第08048号
97年短字第08054号

唐交银2000年保字A0253号

—
—

唐交银2003年抵字第2003H001号

B00009
河办信字B0001号、98年信字第B0002号
河办信字B0001号

97年12月30日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书

97年12月30日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书

(1994年)第0058号

1994年信字第01-1号

[96年]第37号
[1996年]41号
[1996年]002-9号

唐交银2002年保字A1033号

(87)05

97年抵字第008号、97年抵字第010号

97年抵字第010号、97年抵字第009号
2004年12月24日签订《补充协议》

（2003）滦中银保字002号
2004年保字第002号
2003年保字第006号
2003年保字第011号
2003年保字第010号
2003年抵字001号
2004年保字第004号
2003年保字第005号

1995年11月17日签订的五份《不可撤销的
还款担保书》、1995年12月13日签订的《抵
押协议》、96年4月10日签订的《抵押合同》、
1997年三资抵字第074号

1997年10月20日签订的《不可撤销的还
款担保书》、1997年11月27日签订的《不
可撤销的还款担保书》、98 年抵字第 001
号

99年抵字第0004号

98年11月12日签订的《不可撤销的还款担
保书》

99年抵字第570003号

99年抵字第57001号

协议编号98570001

1998年抵字570002号

九八年信抵字第1号

94年合字第6号、94年合字第6号

唐交银99年保字G007号

不可撤销的担保函

2003年公业保字第2003007号

2003年抵字103号

2003年11月3日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保证函》
2003年11月11日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
兑保证函》
1995年信流字第012013号
94年信流字第012035号

95年建贷字第22号

95年工字第19号

97年交银信保字第971003号

96年W字第0125号、1998年9月25日签
订550万元《借款抵押合同》

13901200900037557、2009年8月23日签
订的《保证担保承诺函》
04040125-2014年昌黎（保）字0029-1号、
04040125-2014年昌黎（保）字0029-2号、
04040125-2013年昌黎（保）字0029-3号、
04040125-2014年昌黎（质）字0029号
04040125-2015年昌黎展期（保）字0007-
1 号、04040125-2015 年昌黎展（保）字
0007-2号、04040125-2015年昌黎展（保）
字0007-3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15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21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22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14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21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22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13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21号、
0040400104-2016年开发（保）字0022号
建唐新 2012-LDZJ—02；建唐新 2012-
LDZJ—02A

2014-DC-002《自然人保证合同》；2014-
DC-002《动产质押合同》

2002年宣保字28号
2002年宣保字29号
2002年宣保字30号
2002年宣保字31号
2002年宣保字32号
2003年宣保字03号
2003年宣抵字16号
2003年宣抵字17号
2003年宣抵字18号

外2000-1号

无
外88-1《不可撤销担保书》

98年交银信保字第981007号

(1992年)第001号
[1997年]001号
[1997年]45号
[1997年]52号
唐交银2002年保字I2035号、唐交银2002
年抵字I2035号

1996年唐交信保字第4-22号

97年唐交信保字第0426号

99年保字0129号

中银抵字第0629号、中银保字第0629号

2001年抵字第062902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25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33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49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62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67号
98年交银华字第086号
96年抵字第D002号
97年抵字第D001号

95年短保字第05-19-1号

1997年交银外字第12-4号

2003年迁中银字003号

1987年5月18日签订的金额为650万元的
《更新改造措施借款延期合同》

（87）04
（87）06

94年9月21日签订的金额为230万元的抵
押合同

92－004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33

113

114

115

迁安市侨联铸造厂

唐海县物资局物资经
销处

唐山物贸企业（集团）
公司

丰润县冶金工业公司

固安县植物油厂

三河市供销合作社联
合社

唐山市物业（集团）公
司

唐山物产集团公司

丰南市热镀锌钢管厂

天津市开元房地产开
发公司

唐山市第四轧钢厂
唐山捷利非织物有限
公司

唐山市第一油井水泥
有限公司

唐山市宇霸花粉啤酒
厂

唐山市第五无线电厂

唐山市水产供销公司
批发部

山海关长城粮油饲料
经销部
唐山邦力实业总公司
化肥厂

唐山市冀东制药厂

唐山市益东实业有限
公司
唐山市玉米生物工程
总公司
唐山市新华工业公司
唐山市开平区栗园实
业公司
唐山永盛钢铁有限公
司
唐山马家沟耐火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敖中工业有限
公司

唐山唐大物资总公司

唐山富豪集团公司

唐山军柏钢铁集团公
司

河北省农业综合开发
物资供应站
河北省唐山市京华彩
釉墙地砖厂
唐山六九水泥有限公
司
唐山北方矿业(集团)公
司

河北省汉沽农场

丰南物产企业集团和
益物资公司（现名：唐
山市丰南区和益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
唐山北方矿业（集团）
公司轿车维修中心
唐山市乐亭曹庄子盐场
秦皇岛市燕山玻璃制
品总厂
唐山市机电设备总公
司汽车销售公司
唐山市金川机械厂

唐海县光明造纸厂

丰南县唐坊轧钢厂

获鹿县第二建筑工程
公司
河北省兴隆县硫铁矿
唐山市外贸实业总公
司
唐山市建筑材料总公
司

唐山捷利非织物有限
公司

国营河北省丰润县农
药厂

唐山市织布厂

唐海县建筑工程公司

唐山捷林制鞋有限公
司

丰南县南孙庄乡农工
商联合社经营管理服
务站（丰南区南孙庄乡
经济联合社）

河北省木材总公司

玉田县金属回收公司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建行河北省信托投资公司
迁安县代办处
建行河北省信托投资公司
迁安县代办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信托投资公司迁安县代办
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信
托投资公司迁安县代办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信
托投资公司迁安县代办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迁安县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固安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固安
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三河
市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三河市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丰南市支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唐山长
宁道办事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丰南市
支行房地产信贷部

中国银行大城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新华道
办事处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秦皇岛
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滦县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石家庄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车站路
办事处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行丰南支行南堡开发区
办事处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石家庄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唐山分
行房地产信贷部冀东油田
专业支行代办处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北省
唐海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唐海
县支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交通银行石家庄分行

交通银行唐山分行

93-042

93－039

93040

93037

（93年）第031号

93038

93035

93034

（93年）第030号

（93年）第033号

（93年）第032号

93－041

93－036

93－043

94－020

94－030

98年交银信字第98-02-52
号
99年交银解字第068号
唐交银2000年贷字H099号
唐交银2000年贷字053号

95年借字第0226号

[一九九五年]第06号
[一九九五年]第十三号
[一九九六年]第一号
[一九九六年]第九号
[一九九七年]第50号

[96年]第98号

1995年信字第01-1号
（1993年）第1号
1994年信字第01-2号
唐 交 银 字 1999 年 贷 字
H007号
唐交银2000年贷字G013
号

95年建流字第10号

[1995年]第17号

[95年]第0516号

98年大中信字第980930-
A号
98年大中信工字第10-19-
A号
97年交银解字第036号

[96年]第006号

唐交银2000年贷字H062
号
唐 交 银 2001 年 贷 字
200110号
唐交银2002年贷字I2003
号
1988年9月20日签订的合
同金额36万美元《借款合
同》
95年贷字第086号
95年贷字第106号
95年贷字第117号
95年贷字第181号
96年交银华字第205号

95年工流字第023号

唐交银2000年贷字A0605
号
唐交银2002年贷字I2033
号
2001年中银借字808号
2001年中银借字0808号

99年交银信短字第0523号

95年短字第06-109-1号

97年交银外字第212号

97年交银信短字第0540号

97年借字第DKCH009号

1998年工字第10号
99工字（1号）

唐交银99年贷字C069号

98 年 交 银 信 短 字 第
01980619号
95年短字第05-12-1号
95年短字第05-12-2号
95年短字第05-23-1号

92012

94年09月15日签订的金额
为200万元的借款合同
唐交银 2001年贷字 0701
号

98年交银车字第4号

唐交银2003年贷字A0125
号
1998年信字（C012）号

1998年信字第C013号

98年交银信短字第1206号

唐交银2002年贷字60号
9652166号《债券资金延期
偿还合同》
唐 交 银 大 2000 年 贷 字
G011号
唐交银2002年贷字59号

唐交银2001年贷字049号

93061号
93125号
93310号
1994年信流字第312020号

9642176号

98年交银信短字第0804号

唐交银2002年D贷字012
号

[95年]第19号

553号

1075号

1100号
2109号
[1995年]第409号
[96年]第401号

[97年]第402号

95年外字第000000169号

95年外字第000000181号

1470号

93295号

96年信流字第004024号
1996 年信流字第 002023
号
95年短字第06-204-1号
95年短字第06-204-2号
96年交银信短字06-204-
5号
96年交银信短字06-204-
6号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迁安镇毛家洼管理区经济
联合社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迁安镇毛家洼管理区经济
联合社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第一水泥制品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县第一水泥制品厂

迁安县宏宇胶印厂

迁安市酶制剂厂

唐海县第二物资总公司

唐山市煤建总公司
唐山市黑色金属材料总公司
唐山市煤建总公司

唐山华丰薄板有限公司

固安县植物油厂

三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土产杂
品公司
三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三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三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冷冻厂

唐山唐大物资总公司

唐山物贸企业（集团）公司

丰南市大理石厂

丰南市稻地镇经济联合社

唐山市开关厂

张洪祥

唐山市银河瓷厂

唐山李宁专卖店

唐山市强盛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唐山市曹雪芹家酒（集团）公司

唐山市路北区财政局

唐山市水产供销公司

秦皇岛海港区圣豪粮油物资经销
处

唐山邦力实业总公司

唐山市冀东溶剂厂
唐山市冀东制药厂
唐山市新区建华钢铁厂
唐山市益东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市提花织物厂

唐山市新华工业公司

唐山华日陶瓷有限公司

唐山军柏钢铁集团公司

_

滦县交通局搬运公司

唐山市物业（集团）公司
唐山正兴物资有限公司

遵化市春盛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永盛钢铁有限公司

河北省农业开发利用外资项目领
导小组

河北省唐山市京华彩釉墙地砖厂

唐山市宏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北方矿业(集团)公司

唐山市第三水泥厂

唐山市惠通经贸有限公司

唐山北方矿业（集团）公司轿车维
修中心
唐山宏达(集团)有限公司

秦皇岛玻璃纤维总厂

唐山物产集团公司

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
河北省国营柏各庄农场第十一农
场（唐海县第十一农场）
丰南县第三瓷厂
丰南县第三瓷厂
丰南县唐坊镇冶金机械厂

鹿泉市市政公用建设总公司

河北兴隆硫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渤亿食品有限公司

唐山市化工轻工材料有限公司、唐
山市建筑材料总公司
唐山杰维康乐有限公司、
廊坊警安物资供应部唐山汽车运
输处、
唐山百吉激光图像有限公司
河北省丰润县人造板厂
河北省丰润县乳品厂（唐山市丰润
区御带山乳品厂）
河北丰润曹雪芹家酒酿造总公司
唐山市织布厂
唐海县水泥厂
唐海县水泥厂

唐海县水泥厂

唐山捷林制鞋有限公司

河北丰南县精华轧钢厂（河北丰南
区精华轧钢厂）
丰南县兴华玻璃纤维福利厂（丰南
区兴华玻璃纤维福利厂）
河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

河北省外商投资企业物资公司

玉田县物资总公司
玉田县物资总公司

玉田县物资总公司

唐山市京东机电设备公司

93-042

93－039

93－040

93－037

（93年）第031号

93－038

93－035

93－034

（93年）第030号

（93年）第033号

（93年）第032号

93－041

93－036

93－043

94－020

94－030

98年交银保字第98-02-52号

99年交银解字第068号
唐交银2000年保字H099号
唐交银2000年保字053号

95年保字第0226号

[一九九五年]第06号
[一九九五年]第十三号
[一九九六年]第一号
[一九九六年]第九号
[一九九七年]第50号

[96年]98号《抵押合同》

[95年]01-1号
（1993年）第1号《贷款抵押协议书》
1994年信字第01-2号从《抵押合同》

唐交银字1999年保字H007号

唐交银2000年保字G013号

95年建流字第10号

[1995年]第17号

[95年]第0516号

1998年5月4日、1998年9月30日签订的
保证合同

97年交银解字第036号

[96年]006号

唐交银2000年保字H062号

唐交银2001年保字200110号

唐交银2002年保字I2023号

1988年9月19日签订不可撤销担保书

95年保字第086号
95年保字第106号
95年保字第117号
95年保字第181号
96年交银华字第205号

95年工流字第023号

唐交银2000年保字A0605号

唐交银2002年保字I2033号
唐交银2002年抵字I2033号
2001年中银保字808号
2001年中银抵字0808号

99年交银信保字第0523号

95年抵字第06-109-1号

97年交银外字第212号

97年交银信保字第0540号

_

1998年保字第18号
1999年2月25日签订的保证合同
唐交银99年保字C069号
唐交银99年保字C069号

98年交银信短字第01980619号

95年短保字第05-12-1号
1995年保字第05-12-2号
95年短字第05-23-1号

92012

94年短字第1938号

唐2001交银2001年保字0701号

98年交银车字第4号

唐交银2003年保字A0125号

1998年保字第C012号

1998年保字第C013号

98年交银信抵字第1206号

唐交银2002年保字60号

9652166

2000交银大2000年保字G011号

唐交银2002年保字59号

唐交银2001年保字049号

93061号
93125号
93310号

1994年信流字第312020号

96年12月24日《不可撤销的担保函》

98年交银信保字第0804号

唐交银2002年d保字012号、唐交银2002
年d抵字012号

98年4月1日签订的《还款协议》、
[95年]第19号、
1997年9月1日签订合同变更补充协议

553号

1075号

1100号
95年字第2109号
[1995年]第409号
[1996年]第401号

[97年]第402号

95年交银外字第0169号
95年11月28日签订的金额为36万美元的
抵押合同

1470号

93295号

96年信流保字第004024号

96年信流保字第002023号

95年保字第06-204-1号
95年保字第06-204-2号

96年交银信保字06-204-5号

96年交银信短字06-204-6号

（上接第十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