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二：涉及的抵押、担保及其它情况等

借款人 1：福建海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海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贷款 8500 万元，其中：1800 万元以公司房地产抵押（土地使
用权面积 68754.3 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 3492.88 平方米，在建工程建筑面积 5692.8 平方
米）
，并追加借款单位股东夫妇周海波、李香珠；罗平、张萍；许荣明、黄丽彬；陆德健、
罗华珠提供个人担保；5200 万元以公司机器设备作为抵押并追加福建省海特工贸有限公司
担保，并由担保单位股东夫妇李发忠、徐建芳；陈颛斐提供最高额担保；1500 万元由福建
省麦丹生物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借款人 2：福建省诚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福建省诚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贷款以公司位于沙县金沙园北区综合工业区 L1 地块的房
地产（总建筑面积 24754.97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33330 平方米）
；并由公司股东夫妇（鲍
珊珊、余上淼）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借款人 3：福建省海特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海特工贸有限公司贷款 2300 万元，其中：1900 万元以公司房地产抵押（土地面
积 29973.3 平方米，房产总建筑面积 17607.38 平方米），400 万元以公司设备抵押（设备为
一号车间纺织设备 70 项及二号车间摩托车内胎生产设备 34 项）
，追加福建海能新材料有限
公司担保。并由借款单位股东夫妇（李发忠、徐建芳：陈颛斐）及周海波夫妇（周海波、李
香珠）提供个人担保，担保单位股东（罗平、许荣明、陆德健、颜成辉）对相应担保额度
400 万元提供个人担保。

借款人 4：福建三明锦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三明锦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贷款以福建省沙县锦田汽车贸易公司位于沙县城南洋
坊 205 国道南侧的商用房地产作抵押，面积为 4500.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13950 平方
米；并追加南平锦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和沙县锦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并由借款单
位股东和担保单位股东夫妇（黎笑雄、李志德、魏立青和袁炳坤）提供个人担保。

借款人 5：福建金宝来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金宝来贸易有限公司贷款及承兑以沙县洋坊汽车城 205 国道洋坊段南侧的土地使
用权及房产。该公司土地使用权面积 982.4 平方米，为商服用地，综合楼建筑面积 3267.39
平方米；追加借款人企业股东夫妇（黄金水、王晓云，黄志华、魏娟君）出具个人担保。

借款人 6：三明方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方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三明方圆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三明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金沙园的厂房作抵押，建筑面积 10354.96 平方米；追加三明鸿华工贸有限

公司、沙县鸿华机械配件厂、方翠平、林建爱、方仕洪、谢福秀、
、叶良建、潘阳提供保证
担保。

借款人 7：三明盛隆汽车有限公司
三明盛隆汽车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三明盛隆汽车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三明市沙县金古南
区的土地及在建工程作抵押，房产面积为 17937.39 平方米；追加三明市华屹融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三明市宏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金耀玻璃有限公司、三明市威
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三明市威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三明盛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三
明信隆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三明汇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连利隆、连利丰、庄侨
彬、王二勇、王华民、吴学华、王惠、王连枝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8：三明市威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威盛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三明盛隆汽车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三明市沙县
金古南区的土地及在建工程作抵押，建筑面积为 16513.06 平方米；追加三明盛隆汽车有限
公司,三明市威龙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连利丰、连利隆、王惠、三明信隆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吴学华、王二勇、王华民、林俊平、三明盛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三明汇隆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庄侨彬、林彩华、陈惟蕃、江德靖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9：三明市天安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天安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该笔融资由周文博、陈文泽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 44
号泰山大厦第 1、2、5、7、12、13 层房地产作抵押（抵押物已拍卖成交，拍卖款已归还我
行贷款本金）
；由福建省恒泽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1250 万元；由福建省鸿达精选煤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1000 万元；并由许佳坡、罗静娴、周维江、李锦娟、罗小青、罗志铺、
黄秀清、周文博、陈文泽、梁明荣、廖金秀、黄玉英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10：三明市众泰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众泰贸易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以陈伟个人位于三明市梅列区列东街 1 号明宇大
厦一层 110 号、梅列区玫瑰新村 62 幢 202 室、梅列区玫瑰新村 62 幢 203 室、梅列区玫瑰新
村 62 幢一层 1147 号、1149 号房地产抵押担保，房面积为 724.01 平方米（其中梅列区玫瑰
新村 62 幢 202 室、梅列区玫瑰新村 62 幢 203 室、梅列区玫瑰新村 62 幢一层 1147 号、1149
号的房产已拍卖成交，现拍卖款 286 万元仍在法院未归还我行）
；由福建省尤溪县闽沈硅业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1900 万；由三明市华屹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1000 万；追加陈伟、林东晓、陈肖华、石慧、俞力菁、林东亭、张国坚、吴如林、罗永
秀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11：三能机械（福建）有限公司
三能机械（福建）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福建省华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三明华能液压泵
阀制造有限公司、三明市岩前综合化工有限公司、福建三明明友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追加苏黎丽、吴毅强、吴坤福、吴燕燕、黄丽、苏玉叶、罗黎明、周文博、黄岁

玉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12：福建鑫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鑫岚股份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福建鑫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位于梅列区崇桂新村 92
幢一层 1-5 号的房地产房产作抵押，建筑面积 1060.03 平方米，土地面积 162.56 平方米；
由保证人福建三和果蔬股份有限公司在 1000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人福建海岚实业有限公司在 115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
陈加强、李晋、黄强在 2500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人阮受和、
肖秀淋、吴枫、赵逸平、王茜在 1235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13：福建恒泰门业有限公司
福建恒泰门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福建恒泰门业有限公司位于泰宁县杉城镇大洋坪工
业园区房地产及在建工程作抵押，建筑面积 23972.71 平方米、土地面积 94938 平方米；追
加赵永春、陈清仙、邓永洪、田金珠、范林雄保证担保。

借款人 14：三明恒远商贸有限公司
三明恒远商贸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福建省恒立门业有限责任公司、赵永春、陈清仙、蔡
秀莲、郑凤山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15：三明市和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三明市和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三明市和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位于梅列区德
安工业区 33 号-2 幢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 房产面积为 13538.60 平方米，土地面积为
14048.7 平方米，福建省闽龙贸易有限公司、华宇（福建）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林月官、李
玉金、王剑美、邓凤秀在 1200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侯明亮，朱姝\
陈秀萍\侯程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800 万元由公司保证金质押。

借款人 16：福建省三明鸿福汽车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三明鸿福汽车工贸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王鸿盾位于梅列区乾龙新村 306 幢 2804
室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133.92 平方米；由温密莲拥有的位于梅列区陈大镇高源新
村 86 幢全部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302.23 平方米；由温密莲拥有的位于梅列区列东
街 1 号明宇大厦九、十层商用用房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1262.8 平方米；追加福建省永
安市鸿福机械有限公司、王鸿盾、温密莲、陈建华、温密琴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17：福建省永安市鸿福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省永安市鸿福机械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福建省永安市鸿福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永安
市大湖镇金银湖区的宿舍、食堂、办公楼、车间厂房等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21328.02 平方米，土地面积 88953 平方米；追加福建省三明鸿福汽车工贸有限公司、王鸿
盾、温密莲、陈建华、温密琴、王少度、郑素英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18：三明市凌芳工贸有限公司

三明市凌芳工贸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三明市凌芳工贸有限公司位于三元区富兴路 305
号 1 幢、2 幢、3 幢房地产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面积 9173.57 平方米，土地面积 17507.4
平方米；福建省华福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市宏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福建宇通工
贸有限公司、黄丽、黄岁玉、苏玉叶、吴燕燕、罗黎明、周文博在 600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魏晓波、魏晓凌在 600 万元范围内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魏
茂魁、俞友英为上述所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借款人 19：鄂尔多斯市易兴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易兴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 笔贷款由鄂尔多斯市易兴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娇路 18 号街坊易兴国际建材博览园 B1 号楼房产作抵押，
面积为 21633.43 平方米；追加周云海、周强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20：内蒙古浩特环保工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浩特环保工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由内蒙古浩特环保工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灰场路南，运煤专线北，210 国道东的土地作抵押，
土地面积为 172514.73 平方米，抵押土地已拍卖；追加杨磊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21：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传祥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传祥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由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传祥垃圾处理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柴家梁巴赖沟的厂房及土地作抵押，
厂房面积为 21256.11 平方米，土地面积 82000.04 平方米；由王银河、刘转所有的 51%的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传祥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作为质押；由王峻、刘云霞所有的 49%的鄂
尔多斯市东胜区传祥垃圾处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作为质押；追加王银河、刘转、王峻、刘云
霞、鄂尔多斯市东胜城市建设开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22：伊金霍洛旗聚益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伊金霍洛旗聚益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由内蒙古天佐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位
于东胜区东环路 4 号街坊天佐新城国际中心的房产作抵押，面积为 4449.98 平方米；追加内
蒙古天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23：鄂尔多斯市畅亿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畅亿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贷款由鄂尔多斯市畅亿煤炭运销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路 5 号街坊的房产及土地作抵押，房产面积为 5317.10 平方
米，土地面积为 6879.68 平方米；追加杜霖、内蒙古兴蒙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
保。

借款人 24：内蒙古保全农产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保全农产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贷款由内蒙古紫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位于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滨河南路内蒙古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结算中心 2 层 201、1 层 101 的房

产作抵押，房产面积为 612.50 平方米；由内蒙古紫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位于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滨河南路内蒙古保全庄农产品批发市场 1 号仓库-1 层-101 的仓库作抵押，仓库
面积为 8172.78 平方米，抵押物已拍卖；追加陈茂勇、李碧瑛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25：宁波长生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长生电器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慈溪市天发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亿佳电器有限公司、
潘焕东、陈静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2000 万元。

借款人 26：宁波丁威利磁业有限公司
宁波丁威利磁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宁波诚信毛绒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500 万
元，由龚孟冲、龚月冲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1500 万元。

借款人 27：慈溪天地物流有限公司
慈溪天地物流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慈溪天地物流有限公司提供位于慈溪市龙山镇慈东
滨海区的工业厂房作抵押担保 2200 万元，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为 13401.97 平方米、厂房面
积合计 10785.88 平方米；由傅裕春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1600 万元。

借款人 28：宁波莎丽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莎丽服饰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屠一辉、陈亚凤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借款人 29：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宁波文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提供位于象山滨海
工业园海泰路 51 号厂房抵押 1300 万元，土地面积 6602.6 平方米，房产面积 8626.06 平方
米；由叶国华、郑雪春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借款人 30：宁波邦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邦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宁波沃伟力学工业技术有限公司、陈干能、沈羚
苹保证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借款人 31：宁波中邦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中邦塑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田味毛提供位于鄞州区石契街道东方苑小区 1 幢 203
室抵押 140 万元，房产面积 92.7 平方米、土地面积 15.45 平方米；由宁波德昊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田味毛、周勇波、王贤伦、李萍保证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借款人 32：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宁波海山纸业有限公司提供位于象山县爵溪街道新
建路东侧土地抵押担保 1400 万元，土地面积 33333.49 平方米；由陈海林、陈鲁群提供连带
保证担保。

借款人 33：福建鼎盛超纤皮塑有限公司
福建鼎盛超纤皮塑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3350 万元由福建鼎盛超纤皮塑有限公司提供位于
龙安工业园区土地（面积为 53691 平方米）及厂房（面积为 6711.7 平方米）抵押；500 万

元由福建鼎盛超纤皮塑有限公司提供位于龙安工业园区在建工程抵押，面积为 9939.25 平方
米；500 万元由福建鼎盛超纤皮塑有限公司提供机器设备抵押；2150 万元由福建伯特利超纤
制革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00 万元由福建瑞峰革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500 万元由福建鼎恒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吴贵银、瞿云超、王汉辉、
叶茂喜、陈巧和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34：福安市佳利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福安市佳利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600 万元由福建世勇机电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600 万元由福安市泰宸电机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80 万元由福安市佳利
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提供厂房抵押，占地面积为 3360.5 平方平，建筑面积为 2288.43 平方
米；870 万元由福安市佳利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公司提供工业用地抵押，占地面积为 13333
平方米；追加赵有元夫妇、郭丽儿夫妇、赵碧锦、许胜勇夫妇、李国林夫妇、钟廷木提供保
证担保。

借款人 35：福建佳和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佳和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3000 万由福安市恒兴达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追击陈富基、林锦英、汤燕菊、杨绍胜、刘光锋、陈翠梅、林娟、黄秀萍、陈枫、
钟丹丹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36：贝尔达商贸(福建)有限公司
贝尔达商贸(福建)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杨绍胜提供位于福安市城北街道六岔路 166 号
房产（面积为 434.71 平方米）
、汤燕菊提供位于福安市城北街道甲杯山 39 号房产（面积为
726.72 平方米）抵押；追加杨绍胜、汤燕菊、钟奇全、钟梅玉、汤昌其、陈丽平、汤昌谷、
杨菊庄以及林娟、陈斌、黄秀萍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37：福鼎德泰钢业阀门有限公司
福鼎德泰钢业阀门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950 万元由福鼎德泰钢业阀门有限公司提供位于
福鼎市文渡项目区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为 22540 平方米；1550 万元由福建嘉华布业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由王良、周德高、朱瑞章、张延骏、陈恩强、曹国富提供保证
担保（担保责任为 3500 万元）
。

借款人 38：福安市华夏工贸有限公司
福安市华夏工贸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10000 万由福建海和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追加陈
志华、兰奶妹、阮德清夫妇、占旭章夫妇、叶石松提供保证担保，其后追加上海田园投资有
限公司及沈善容、阮建玉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39：宁德市三宝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宁德市三宝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周问斌、付明平、陈文久提供位于宁德市日月
星城 4 幢 106、201-210 房产作抵押，面积为 935.09 平方米；由古德茶业（福建）有限公司、

福建省华瑶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陈文久、邹荣华、陈锋生、周光算、梅传瑶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0：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 3000 万元由福建恒富金属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7000 万由申请人或者第三方提供全额保证金或存单质押，追加刘铃其夫妇、
刘铃光夫妇、刘应生、郑政贵、郭志群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1：福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
福建省大众金属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3300 万元由宁德市升港砂石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追加吴春良、吴玮、郑文星、张诗斌、张诗全、陈宾、范子明、郑珠英和缪丽珠
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2：福建江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江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笔贷款 1250 万元由福建江南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位于
福鼎市文渡项目区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为 29619 平方米；1500 万元由福鼎德泰钢业阀门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750 万由福建永宝特钢阀门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追加
高强、高照、张延骏、王东升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责任为 5000 万元）。

借款人 43：山西并州高速快客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并州高速快客集团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太原钢联不锈钢有限公司、黄小铁、郝建文
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4：山西鑫升焦化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鑫升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山西达康科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张高升提供保证
担保。

借款人 45：泉州亚森服装有限公司
泉州亚森服装有限公司以上贷款由庆丰（福建）塑胶有限公司、进源（福建）鞋业有限
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由许跃进、林荣标、林荣臻、洪文革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6：福建爱都制衣有限公司
福建爱都制衣有限公司以上贷款由该公司位于晋江市金井镇玉山村顶柯坑房产，土地使
用权面积 5800 平方，建筑面积 12790.96 平方，提供抵押担保，并由福建爱都制衣有限公司、
晋江市源兴包装发展有限公司、洪朝杰、洪琪麟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7：鳄莱特（福建）轻工发展有限公司
鳄莱特（福建）轻工发展有限公司以上贷款由福建海明威鞋业有限公司、泉州市泉港宏
力鞋业有限公司、林建程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8：泉州鸿绮轻工有限公司

泉州鸿绮轻工有限公司以上贷款由福建振锋鞋材有限公司、陈金明、陈长要、陈金远保
提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49：厦门德利集团赣州氯碱制造有限公司
厦门德利集团赣州氯碱制造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赣州鑫益贸易有限公司保证担保，并追
加公司位于赣州市水西工业园 H-01-01 地块土地抵押（土地面积 74057.5 平方米）
，后追加
在建工程抵押，建筑面积 22480.33 平方米，同时追加刘德民及其配偶、柯河山及其配偶提
供无限责任个人保证担保。

借款人 50：赣州广诚化工有限公司
赣州广诚化工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赣州俊河茶叶公司担保，追加李东江，王勇志、柯秋
瑜，杨元帅个人连带担保。

借款人 51：湖口新康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
湖口新康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由九江中伟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并追加顾祥国夫妇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52：九江中伟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九江中伟科技化工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湖口新康达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并追加公司实际控制人朱明亚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53：江西普菲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普菲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企业位于横峰县岑阳镇工业园的工业房地产
抵押；追加金华市普菲特包装有限公司保证担保，追加企业股东夫妇、保证人股东夫妇个人
无限责任担保。

借款人 54：江西北洋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
江西北洋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该笔贷款以江西北洋公司名下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证
号：洪土国用（登桑 2007）第 005 号）提供抵押担保，由江西圣澳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
追加王首一、陈春燕个人无限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55：江西省华昊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华昊实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江西海翔钙业有限公司和江西华悦国际大酒店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以及董海、程银华、程金华个人无限责任保证担保，并追加江西省华
昊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970 万吨石灰石采矿权抵押以及江西海翔钙业有限公司名下德国用
（2011）第 210020 号土地使用权抵押，并追加程祥真名下乐房权证私字第 17580 号、程银
华名下乐房权证私字第 05272 号房产抵押。

借款人 56：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方轮胎橡胶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江西金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

追加余红、赵夕帆、傅有根、蔡国珍个人无限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57：江西省圣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圣澳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江西北洋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1000 万元，江西
昊建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800 万元，并追加熊衍文、陈伟个人保证担保。

借款人 58：南昌汇方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汇方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由借款人 1200 万元定期保证金质押，以陈小
虎位于九江市庐山南路 299 号西街第一层的 12 处店面、陈小虎位于西湖区赣抚西堤龙韵花
园 4 处房产、龚帮媛位于西湖区安石路 126 号龙韵花园 2 处房产、李龙位于红谷滩新区联泰
香域滨江、李龙位于青山湖区青山湖南大道 448 号和邓培南昌县金沙大道 2268 号平安象湖
风情住宅进行抵押担保，并由李龙、李丹丹、萍乡市华为电瓷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和胡文华提
供保证担保。

借款人 59：南昌奔鸿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奔鸿实业有限公司该笔贷款以张健个人的房产抵押，并追加张健、周建明个人保证
担保。

借款人 60：景德镇西马克电瓷有限公司
景德镇西马克电瓷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景德镇西马克电瓷有限公司名下土地和房产提
供抵押担保；并追加公司股东个人保证担保。

借款人 61：江西省万嘉福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省万嘉福贸易有限公司该笔贷款以罗时福、侯赛英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并追加
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时福、侯赛英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62：江西天宇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天宇燃料集团有限公司该笔贷款以自有存货（煤）提供质押担保，并由实际控制人
邹勇的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63：上饶市葛枫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饶市葛枫旅行社有限公司 1000 万元贷款，以张香英、张利平、朱春茂、上饶市葛枫
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下 21 间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2232.7 平方米），并由申
请人实际控制人陈惟富、张香英夫妇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45 万元贷款以申请人提供 245
万元保证金质押，敞口部分以张香英、张利平、朱春茂、上饶市葛枫旅行社有限公司名下
21 间房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总建筑面积为 2232.7 平方米），并由申请人实际控制人陈惟
富、张香英夫妇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64：用硅太阳能电力（南昌）有限公司
通用硅太阳能电力（南昌）有限公司 928 万元贷款抵押物为通用硅太阳能电力（南昌）

有限公司的厂房及其所占用土地使用权；800 万元贷款由江西通能硅材料有限公司坐落于樟
树市盐化基地开源路东侧的土地、厂房以及江西通能硅材料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同时追加实际控制人袁建中个人连带保证担保及欧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房产抵押。

借款人 65：南昌顺友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南昌顺友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该笔贷款以南昌顺友公司在本行 242 万元单位定期存单
用于质押，并由南昌市安心食品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南昌顺友公司法定代
表人涂云光夫妇及实际控制人郭坚夫妇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借款人 66：赣州市友顺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赣州市友顺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该笔贷款由借款人提供名下土地和在建工程作抵押
担保（位于赣州钴钼稀有金属产业基地 F-0201（1）地块五宗工业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证号分别为：
赣市章国用
（2009）
第 A3010001 号-第 A3010005 号，
土地面积合计为 68262.61
㎡，地上在建工程共有十二栋车间、一栋办公楼和一栋职工宿舍，建筑面积合计 31834.019
㎡）
，并由借款人股东钟建春及其配偶罗靖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