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45 印完时间：5∶00 本报印刷厂印刷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以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
家庄分行（含辖内各分/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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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
分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债务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作为
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05月08日的贷

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其相应担保人或其承继人应支付
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的利
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
算。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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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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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名称

秦皇岛
龙汇工
贸集团
有限公
司

青龙满
族自治
县鼎益
矿业有
限公司

河北赵
州利民
糖业集
团有限
公司

邢台市
振宗机
械制造
有限公
司
霸州市
胜芳福
兴精诚
金属制
品有限
公司

霸州市
胜芳福
兴彩印
包装有
限公司

河北吉
恒源实
业集团
有限公
司

霸州市
东升实
业有限
公司

河北佳
隆食品
有限公
司

石家庄
檀硕贸
易有限
公司

河北明
博轩古
典家具
有限公
司

华 瑞
（邯郸）
铸管有
限公司

贷款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建设南
大街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建设南
大街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槐安路
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辛集支
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西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西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金马支
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西
路 支 行 、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
分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
分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槐安路
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东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东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建华支
行

贷款本金余额（元）

78,824,000.00

78,905,300.00

25,000,000.00

25,000,000.00

46,029,586.35

116,281,771.22

18,661,026.90

209,400,000.00

30,000,000.00

8,325,250.00

79,760,000.00

79,965,492.24

借款合同号

SJZ2710120180150

SJZ2710120180149
SJZ05（融资）20150234；
SJZ0510120150234
SJZ05（融资）20150234；
SJZ0510120150238
SJZ05（融资）20150233；
SJZ0510120150233
SJZ05（融资）20150233；
SJZ0510120150237

SJZ2710120180153

SJZ2710120180152

SJZ1010120140025

SJZ1010120140005

SJZ2110120160025

SJZ2110120160019

SJZ2610120170033

SJZ2610120170032
SJZ2610120180003
SJZ2610120180018
SJZ2610120180032

SJZ04（融资）20150132；
SJZ0410120160003

SJZ2610120170037
SJZ2610120170035
SJZ2610120180004
SJZ2610120180017
SJZ2610120180031

SJZ2610120180073

SJZ1610120150049

SJZ04（融资）20160139；
SJZ0410120160139、 关
于 对 编 号 为
SJZ0410120160139《 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的补充
协议、LF0510120170025
SJZ04（融资）20160139；
SJZ0410120160223、
LF0510120170024
SJZ04（融资）20160139；
SJZ0410120160222、
LF0510120170023
SJZ04（融资）20160139；
SJZ0410120160163、
LF0510120170026

LF0510120170028

LF01（融 资）20180054；
LF0110120180054
LF01（融 资）20180054；
LF0110120180050
LF01（融 资）20180054；
LF0110120180052
LF01（融 资）20180054；
LF0110120180053
SJZ1010120170058；
SJZ1010120170116
SJZ1010120170055；
SJZ1010120170117
SJZ1010120170057；
SJZ1010120170118
SJZ1010120170056；
SJZ1010120170119
SJZ0810120150211
SJZ0810120160020
SJZ0810120160013
SJZ0810120160050
SJZ0810120160064
SJZ0810120160077
SJZ2710120160005
SJZ0810120160011
SJZ0810120160111
SJZ2710120160002

SJZ0810120150203

SJZ0810120150202

SJZ0910120160008

担保人名称

秦皇岛金港物流有限公
司；余静龙；余静龙、张宏
秀

秦皇岛金港物流有限公
司；余静龙；余静龙、张宏
秀

中海外交通建设有限公
司（原河北燕峰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李英仁、
冯辉霞
中海外交通建设有限公
司（原河北燕峰路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河北赵
州利民糖业集团有限公
司、李英仁、冯辉霞

河北振宗农机配件有限
公司、左振生、李燕

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公
司；王伯平；霸州市胜芳
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王伯平、俞秀敏

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霸州市
东升实业有限公司；王伯
轩；王伯轩；王伯池；王伯
新；王伯轩、薛玉蕊；王伯
池、王晓冰；王伯新、李俊
艳；王伯轩、薛玉蕊

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王伯
轩；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
公司；王伯轩、薛玉蕊

霸州市胜芳福兴精诚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王伯轩

石家庄宝德中小企业担
保服务有限公司、李京
革、李莉、沙河市京泰实
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蔡福昌；霸
州市福昌实业有限公司；
霸州市东升实业有限公
司；蔡福昌、王俊玲

霸州市福昌实业有限公
司；王俊玲；霸州市胜芳
福兴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霸州市胜芳福兴彩印包
装有限公司；王俊玲；霸
州市福昌实业有限公司

衡水宏基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张树强、谢沉
棉、河北融金投资有限公
司、辛集市凯盛皮业制衣
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金亿
制罐有限公司、王楠、张
松

河北明博轩古典家具有
限公司、海南东方龙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石家
庄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晓阳、孙艳淼、李
淑兰、张敬辉、任趁联、张
波、梁会欣

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孙艳淼、李淑兰、张
敬辉、任趁联、海南东方
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石家庄龙城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张波、梁会
欣、张杰、李素红

武安市运丰冶金工业有
限公司；张毅；张毅、刘赫
男

担保合同号

SJZ27（高保）20180150-11；
SJZ27（高保）20180150-12；2018
年12月29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05（ 高 保 ）20150234- 11；
SJZ05（高保）20150234-12；2015
年12月17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05（高保）20150233-11；
SJZ05（高保）20150233-12；2015
年12月11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27（高保）20180153-11；
SJZ27（高保）20180153-12；2018
年12月29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1010120140025-11、
SJZ1010120140025-12

SJZ1010120140005-11、
SJZ1010120140005-12、
SJZ1010120140005-02

SJZ21（高保）20160019-11、
SJZ21（高保）20160019-12、
SJZ21（高抵）20160019-02、担保
承诺函（左振生、李燕）

SJZ26（高保）20170033-11；
SJZ26（高保）20170033-12；
SJZ26（高保）20170033-13；2017
年12月11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04（高保）20150132-11；
SJZ04（高保）20150132-13；
SJZ04（高保）20150132-12；
SJZ04（高质）20150132-31；
SJZ04（高质）20150132-32；
SJZ04（高质）20150132-33；2015
年 7 月 24 日签订的《抵押物/质物
共有人承诺书》；2015 年 7 月 24 日
签订的《抵押物/质物共有人承诺
书》；2015 年 7 月 24 日签订的《抵
押物/质物共有人承诺书》；2015年
6月1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26（高保）20170037-11；
SJZ26（高保）20170037-12；
SJZ26（高保）20170037-13；2017
年12月15日签订《担保承诺函》

SJZ2610120180073-11；
SJZ2610120180073-12

SJZ16(高保)20150049-11、
SJZ16(高保)20150049-12、
SJZ16( 高 保)20150049- 13、担 保
承诺函（李京革、李莉）

SJZ04（高保）20160139-13、2017
年 9 月 5 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
同 》补 充 协 议 ；SJZ04（高 保）
20160139-11、2017 年 7 月 10 日
签订的《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补
充协议；SJZ04（高保）20160139-
12、2017 年 7 月 10 日签订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补充协议；SJZ04（高
抵）20160139-21、2017 年 7 月 10
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补充
协议；2017 年 6 月 10 日签订的《担
保承诺函》

LF0510120170028-13；
LF0510120170028-12；
LF0510120170028-11

LF01（高保）20180054-11；LF01
（高 保）20180054- 12；LF01（高
保）20180054-13

SJZ10（高保）20160106-11、
SJZ10（高保）20160106-12、
SJZ10（高保）20160106-13、
SJZ10（高保）20160106-14、
SJZ10（高保）20160106-15、
SJZ10（高保）20160106-16、
SJZ1010120170055-21

SJZ08（高保）20150211-11、
SJZ08（高保）20150211-12、
SJZ08（高保）20150211-13、
SJZ08（高保）20150211-14、
SJZ08（高保）20150211-15、
SJZ08（高保）20150211-16、
SJZ08（高保）20150211-17

SJZ08（高保）20150202-11、
SJZ08（高保）20150202-15、
SJZ08（高保）20150202-14、
SJZ08（高保）20150202-17、
SJZ08（高保）20150202-12、
SJZ08（高保）20150202-13、
SJZ08（高保）20150202-16

SJZ0910120160008-11；
SJZ0910120160008-12；
2016 年 1 月 10 日签订的《担保承
诺函》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邯郸市
格鲁伯
铸管有
限公司

河北弗
莱德制
冷设备
有限公
司

邯郸市
博大工
贸有限
公司

衡水晟
合电力
交通工
程有限
公司

邯郸市
恒生内
燃机配
件有限
公司

河北元
华玻璃
股份有
限公司

河北卓
盟玻璃
制品有
限公司

河北欧
亚特种
胶管有
限公司

衡水中
博橡塑
制品有
限公司

邯郸广
源金米
兰鞋业
有限公
司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建华支
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 分 行 、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中山支
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东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中山东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西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东
路支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建华支
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分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分行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石家
庄和平东
路支行

5,480,000.00

79,800,000.00

79,801,600.00

63,725,000.00

82,455,000.00

69,425,956.72

13,999,870.30

30,000,000.00

15,000,000.00

12,000,000.00

SJZ0910120150056

SJZ0910120160006

SJZ0910120160009

SJZ1910220140036

SJZ2910120160042

SJZ0810120150217

SJZ0810120150216

SJZ0810120150219

SJZ2210120160140

SJZ2210120170077

SJZ2210120180073

SJZ2210120180074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017；
2016 年 1 月 20 日签订的
补充协议；2016 年 6 月 14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71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45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20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2610120160008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70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86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58
SJZ04( 融 资)20160017；
SJZ0410120160144

SJZ0810120150214

SJZ2710120180151

SJZ0910120160010、
SJZ0910120170011

SJZ0110120160160、
SJZ0110120170062

SJZ0110120150128

SJZ0810120170027

邯郸市峰峰创辉贸易有
限公司；张毅；张毅、刘赫
男

河北弗莱德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北京美富润德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谢亚
群、薛丹、谢亚利、宋春
芝、高邑县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河北万福广来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河北
速发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河北慧景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美富润德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谢亚群、谢亚
利、宋春芝、郭平山、河北
万福广来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河北速发冷链物流
有限公司、河北慧景投资
有限公司、赵宇、于士芹、
薛丹

河北中德实业有限公司；
韩喜亭；河北中德实业有
限公司；韩喜亭；邯郸市
新阳光化工有限公司；韩
喜亭；韩喜亭、李玉杰

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
制品有限公司、衡水恒达
皮革有限公司、武立稳、
李俊英、衡水天顺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德州晟合
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倍亿智能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衡水晟合路桥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李庆
丰、王滢滢、袁晚立、李灵
芝

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
制品有限公司、衡水恒达
皮革有限公司、武立稳、
李俊英、衡水天顺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德州晟合
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倍亿智能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衡水晟合路桥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袁晚
立、李灵芝、李庆丰、王滢
滢、武魁

安平县华尔特五金丝网
制品有限公司、衡水恒达
皮革有限公司、武立稳、
衡水天顺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衡水晟合路桥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晟
合电力交通工程有限公
司、德州倍亿智能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李俊英、李
庆丰、王滢滢、袁晚立、李
灵芝、武魁

张海龙；河北盛卓建筑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邯郸市
华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邯郸市爱华机械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邯郸市捷
友机床有限公司；张海
龙、宋福聪；邯郸市爱华
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邯郸市立华经营服务中
心；邯郸市爱华机械电子
有限责任公司；邯郸市爱
华机械电子有限责任公
司职工持股会

河北元华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

沙河市腾捷贸易有限公
司

河北坤腾泵业有限公司、
王宝收、河北阜航玻璃制
品有限公司、河北中金橡
塑制品有限公司、河北卓
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河北欧亚特种胶管有限
公司、河北三信金属结构
集团有限公司、何连岐、
苏玉香、何永刚、魏巍、何
永强、孙荣芳、何永亮、杨
瑞、欧亚管业（沧州渤海
新区）有限公司

衡水明宇橡胶制品有限
公司、姚克杰、藏健、朱保
才、英丽娜、衡水杰宏工
贸有限公司

河北金广源集团有限公
司；河北金广源集团有限
公司；河北金广源集团有
限公司；邯郸中棉紫光棉
花产业化科技有限公司；
广平县梦特鞋业有限公
司

SJZ09（高保）20150056-11；
SJZ09（高保）20150056-12；
2015 年 12 月 30 日签订的《担保承
诺函》

SJZ19（高抵）20140036、SJZ19（高
保）20140036-12、SJZ19（高保）
20140036-13、
SJZ19（高保）20140036-11、
SJZ29（高保）20160042-14、
SJZ29（高保）20160042-15、
SJZ29（高保）20160042-16

SJZ29（高保）20160042-11、
SJZ29（高保）20160042-12、
SJZ29（高保）20160042-13、
SJZ29（高质）20160042-31、
SJZ29（高质）20160042-32、
SJZ29（高保）20160042-14、
SJZ29（高保）20160042-15、
SJZ29（高保）20160042-16、
SJZ29（高质）20160042-34、
SJZ29（高质）20160042-35、
SJZ29（高质）20160042-33

SJZ0810120150217-11；
SJZ0810120150217-12；
SJZ0810120150216-11；
SJZ0810120150216-12；
SJZ0810120150219-11；
SJZ0810120150219- 12；2015 年
12月29日签订的《担保承诺函》

SJZ22（高保）20160140-11、
SJZ22（高保）20160140-12、
SJZ22（高保）20160140-13、
SJZ22（高保）20160140-14、
SJZ22（高保）20160140-15、
SJZ22（高保）20160140-16、
SJZ22（高保）20160140-17、
SJZ22（高保）20160140-18、
SJZ22（高保）20160140-19、
SJZ22（高抵）20160140-21、担保
承诺函（武立稳、李俊英）、担保承
诺函（李庆丰、王滢滢）、担保承诺
函（袁晚立、李灵芝）

SJZ2210120170077-11、
SJZ2210120170077-12、
SJZ2210120170077-13、
SJZ2210120170077-14、
SJZ2210120170077-15、
SJZ2210120170077-16、
SJZ2210120170077-17、
SJZ2210120170077-18、
SJZ2210120170077-19、
SJZ2210120170077-110、
SJZ2210120170077-111、担保承
诺函（武立稳、李俊英）、担保承诺
函（李庆丰、王滢滢）、担保承诺函

（袁晚立、李灵芝）、担保承诺函（武
魁）

SJZ22（高保）20180073-11、
SJZ22（高保）20180073-12、
SJZ22（高保）20180073-13、
SJZ22（高保）20180073-14、
SJZ22（高保）20180073-15、
SJZ22（高保）20180073-16、
SJZ22（高保）20180073-17、
SJZ22（高保）20180073-18、
SJZ22（高保）20180073-19、
SJZ22（高保）20180073-110、
SJZ22（高保）20180073-111、担保
承诺函（武立稳、李俊英）、担保承
诺函（李庆丰、王滢滢）、担保承诺
函（袁晚立、李灵芝）、担保承诺函

（武魁）

SJZ04(高保)20160017-11；SJZ04
(高保)20160017-12；SJZ04(高保)
20160017-13；
SJZ04(高保)20160017-14；
SJZ04(高保)20160017-15；
2015 年 12 月 28 日签订的《担保承
诺函》；
SJZ04(高抵)20160017-21；
SJZ04(高质)20160017-31；
SJZ04(高质)20160017-32；
SJZ04(高质)20160017-33

SJZ0810120150214-21

SJZ27（高保）20180151

SJZ09(高保)20160010-11、SJZ09
(高保)20160010-12、
SJZ09(高保)20160010-13、SJZ09
(高保)20160010-14、SJZ09(高抵)
20160010-21、担保承诺函（王宝
收、薛玲玲）

SJZ01（高抵）20160160-21、
SJZ01（高保）20160160-11、
SJZ01（高保）20160160-12、
SJZ01（高保）20160160-13、
SJZ01（高保）20160160-14、
SJZ01（高保）20160160-15、
SJZ01（高保）20160160-16、担保
承诺函（何连岐、苏玉香）、担保承
诺函（何永强、孙荣芳）、担保承诺
函（何永刚、魏巍）、担保承诺函（何
永亮、杨瑞）

SJZ01（高保）20150128-11、
SJZ01（高保）20150128-12、
SJZ01（高保）20150128-13、
SJZ01（高保）20150128-14、
担保承诺函（姚克杰、藏健）、担保
承诺函（朱保才、英丽娜）

SJZ0810120170027-11；
SJZ0810120170027-21；
SJZ0810120170027-22；
SJZ0810120170027-12；
SJZ0810120170027-1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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