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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东胜三联汽车维修发展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鑫旺工程机械施工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雷奥世纪防砸窗有限公司

包头市龙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丽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锦德汽车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建工(集团)旭威钢结构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嘉禾厨卫电器有限公司

包头市华润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包头市忠旺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飙族丽港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包头市超越矿业有限公司

包头市力志耐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包头市万科现代农业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包头市联顺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乌海市久华炭素制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齐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锡林浩特华新家具建材广场有限责
任公司

西乌珠穆沁旗添赢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品粮油仓储有限责任公
司
兴和县荣鑫粮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中西矿业有公司

宁城京都淀粉有限公司

内蒙古文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巴彦淖尔市大兴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市利一泰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内蒙古维可欣纺织品有限公司

杭锦后旗伟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巴彦淖尔市富桂商贸有限公司

太仆寺旗丽沙贝尔大酒店有限责任
公司

多伦联邦物流园区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准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阿尔山市润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万顺达淀粉有限公司

内蒙古维可欣纺织品有限公司

巴盟誉川有限责任公司（物权）

阿荣旗育才中学
察右后旗富园马铃薯营销有限责任
公司
察右后旗富广马铃薯储运有限责任
公司
凉城县厢黄地残疾人酒花农庄
内蒙古凉城县华康食品厂
内蒙古北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农牧业生产资料
公司
内蒙古科发生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研究所
内蒙古巴彦高勒三盛食品有限责任
公司
巴盟侨联四元研制有限公司
巴盟畜牧科技开发示范基地
世奇林业种苗公司
内蒙古巴盟乌拉特中旗河套联鑫高
效农牧业开发中心
五原广丰农业综合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五原县土特产品实业公司
恒丰食品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佘太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苏尼特右旗海阔建筑装璜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
呼和浩特市机床附件总厂
锡林郭勒盟巨洋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物权）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三禾实业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易兴物流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鄂尔多斯市畅亿煤炭运销有限责任
公司

鄂尔多斯市御邦商场管理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所在地

鄂尔多斯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包头市

巴彦淖尔市

锡林浩特市

西乌珠穆沁
旗

呼和浩特市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

乌兰察布市

鄂尔多斯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太仆寺旗

锡林郭勒盟

鄂尔多斯市

阿尔山市

通辽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阿荣旗

察右后旗

察右后旗

凉城县
凉城县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巴彦淖尔市

苏尼特右旗

呼和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

呼和浩特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市

本金余额

16,947,602.19

1,767,595.00

11,938,831.79

24,990,105.65

6,999,252.82

9,937,086.25

11,947,521.38

3,498,494.25

12,997,995.57

5,687,742.84

8,982,538.24

40,987,186.47

4,499,932.56

6,977,876.49

7,320,023.81

21,836,332.85

448,703,617.95

25,911,986.95

8,278,960.78

193,100,
000.00

5,000,000.00
4,700,000.00

392,171,501.32

251,177,024.97

169,983,755.08

79,998,039.63

59,396,840.20

49,982,648.65

13,866,634.13

11,519,872.37

6,999,725.84

22,948,021.38

11,649,875.96

139,900,000.00

43,180,000.00

22,998,322.00

6,291,581.78
490,000.00
400,000.00

291,450.00
292,000.00

3,000,000.00
1,400,000.00
2,700,000.00

17,700,000.00
267,600.00

1,000,000.00
922,200.00

3,800,000.00
4,190,000.00
576,100.00

4,810,200.00
1,500,000.00

161,760,000.00
12,763,000.00

204,250.00
1,780,000.00
1,258,700.00

7,401,500.00

38,949,840.00

176,000,000.00

29,000,000.00

44,996,150.00

64,390,111.00

140,000,000.00
158,350,000.00
162,000,000.00

80,123,400.00

保证情况
杨丽霞、李晓瑞、郑玉庭、杨秀女、郑小平、王丽、郑晓
利、史东海、内蒙古天誉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

内蒙古兴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贺永忠、齐世梅

吴培瑄、杜祎提供保证担保。

赵来憨、高永军、武桂莲、高爱民、郝美丽提供保证担
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李丽君、王力斌提供
保证担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邬强、刘选丽、朱晓
峰、王艳提供保证担保。
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马雄、胡金梅、郭维钢、崔俊梅、张华、郭秀
萍提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中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何军平、段丽珍、何永
平、马瑞萍提供保证担保。
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吴润花、张埃玉提供保证担保。
包头市天烁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
责任公司、段继良、郭海燕、段银旺、邬晓玲提供保证
担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戚春燕、米红、郭慧生
提供保证担保。
包头市超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刘玉智、秦晓丽、曹
十虎、李莲爱、菅俊娥、陈礼义提供保证担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刘磊、肖磊、卢翠侠提
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中骏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乌日娜、刘宝音提供
保证担保。
包头市忆恒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范丽丽、范浩、范永、
刘晓白提供保证担保。

黄淑华、王荣峰、于金星提供保证担保。

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淄博顺达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西召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华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郭锋、师艳玲提供保
证担保。

张伟、鲍广青、尹雪祥、王雪梅提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鼎盛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法人蔚然风
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郝建林，股东李粉仙，自然人郝鹏飞、王桂梅、郝润喜
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侯建国、郭荣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万星实业、自然人刘建民及其配偶王爱琴提供保证担
保。
苏州高峰糖业有限公司、铁岭万顺达淀粉有限公司、
沈阳万顺达集团有限公司、孙贵吉、刘丽君、李少华、
任东海、孙凯提供保证担保。

由自然人股东王文亮、石宝国、黄海生、苏二喜提供保
证担保。
高亚恒及裴茜、巴彦淖尔市大兴高新建材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日
月轩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冀胜利、巴彦淖尔市大兴羊绒制品有限公司、冀胜利
和刘锐利提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泰裕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段贵英和杨兴提供保
证担保。
巴彦淖尔市吉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京致亨担
保有限公司、内蒙古佳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王伟及
其配偶王永霞提供保证担保。
巴彦淖尔市吉泰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为300万元贷款本
息提供保证担保；刘林河及其配偶王桂琴提供保证担
保。

康庚祥、王淑兰提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刘树东、吴群
英、李小华、陈靖提供保证担保。

侯学峰及配偶张晓丽、鲁三东及配偶刘瑞芳提供保证
担保

刘金华、杨成锁、付孝兰提供保证担保。

黑龙江农垦北大荒商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
内蒙古泰裕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段贵英、杨慧珍、杨兴
提供保证担保。
内蒙古方舟贸易有限公司磴口分公司、内蒙古盘古集
团有限公司
阿荣旗育才中学

乌兰哈达苏木乡后旗富园马铃薯营销有限公司

乌兰哈达乡马铃薯仓储窖

张香玲、王波春
内蒙古凉城县华康食品厂
内蒙古北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郊区农牧业生产资料公司

内蒙古科发生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林学院沙漠治理研究所

内蒙古巴彦高勒三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巴盟侨联四元研制有限公司
巴盟畜牧科技开发示范基地
世奇林业种苗公司

内蒙古五原县土特产品实业公司

呼和浩特市锅炉制造总厂

房屋建筑物686.46平方米、土地1407.80平方米

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

准格尔旗天翼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朱亚平、奇俊璞、刘
俊杰、刘玉花

周强、高敏、周云海、乌仁

杜霖、内蒙古兴蒙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金亮、王月峰、刘永强、王珺承

1、准格尔千秋矿业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 6500 万
元；2、由西乌珠穆沁旗哈达图煤矿提供保证担保，担
保金额 6500 万元；3、张连祥个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金额10000万元

蔚然风
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蔚然风及妻
子张慧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内蒙古龙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蔚然风及妻
子张慧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抵押情况

杨丽霞、李晓瑞房地产抵押

以内蒙古标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位于回民区中山西路61号国贸大厦对面综合楼（商业用房）提
供抵押担保，面积1056.81平方米。
以高爱民名下10套商业房产提供抵押担保，5套位于昆区团结大街11号街坊（国际新城）16号楼105、
205、206、305、306；1套位于昆区钢铁大街17号街坊54号，面积343.55平方米；4套位于青山区钢铁大
街46号金鼎商务大厦，面积合计501.99平米。

以包头市超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两套商用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房产面积4385.93平方米，分摊
土地面积1689.8平方米。

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工业园区两处工业用土地提供抵押担保，面积分别为18658平方米、20000平
方米；以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工业园区工业用厂房提供抵押担保，面积10284平米。
以齐华矿业自有采矿权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第一顺位平安银行）；以齐华矿业国有土地使用权抵
押；以齐华矿业自有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以郭锋名下房产提供抵押担保，位于锡林浩特市希办巴彦社区4605.82平方米综合用房及其占用土
地1069.72平方米，2015年外部评估价5130.63万元，综合抵押率为53.78%。该抵押物目前已整体租
赁，租赁期限15年，于2022年到期，现用途为宾馆酒店。
以自然人尹雪祥名下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宝日套勒盖街的房产及占用土
地提供抵押担保，房产面积3788.69平方米；土地面积760.75平方米。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波士名人国际1号楼15900.61平方米房产及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中山东路波士名人国际1号楼、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西路八一市场龙海商业楼8373.61平方米房
产为该笔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以天品粮油公司房屋及土地、郝建林房屋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以荣鑫粮贸公司房屋及侯建国、郭荣房屋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兴和县荣鑫粮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做质押。

以借款人名下土地、房产、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500亩；房产面积56311.82平方米；机器
设备543套。

抵押位于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市府南路东南、民和路东北的土地，面积84811.58平米。抵押公寓12套，
面积8745.28平方米；抵押商业12套，面积22266.14平方米；抵押商业地下一层面积11147.95平方米。

以商用土地位于杭锦旗锡尼镇穿沙公路四、109国道北侧，用地性质为商业、住宅，面积219344.30平
方米；商业房产位于杭锦旗锡尼镇林荫北路，面积17953.87平方米做为抵押。

以权属于冀胜利、冀永利、张丽霞、冀美香的商品房提供抵押担保，面积合计1035平方米。以冀胜利
持有巴彦淖尔市利一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股权占比90%）。
以权属于内蒙古泰裕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的工业土地提供抵押担保，以内蒙古维可欣纺织品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以王伟的土地、房产提供抵担保押，土地位于陕坝镇团结街，面积11030.12平方米，房产位于陕坝镇
团结街，所在楼层为1-2层，面积共4909.58平方米。

自然人刘林河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抵押。

以自然人康庚祥名下位于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建设南街路东商业用地及地上宾馆提供抵押
担保，房产面积1964.58；土地面积911.12平方米。
以借款人房产、土地抵押担保，房产位于锡林郭勒盟多伦县诺尔镇二道洼村联邦物流园区，面积共计
7417.35平方米，工业用地位于多伦县诺尔镇二道洼村308线北，面积共计116321.7平方米，商业用地
位于多伦县诺尔镇二道洼村308线北，面积共计61247平方米。
以城市地带商业房产及土地提供抵押担保，位于沙圪堵开发区准格尔北路东（石油公司加油站南），房产面积
2848平方米，土地面积3655平方米；以一处土地提供抵押担保，位于准格尔旗经济开发区过境路西、公园街北，
面积21160平米。2016年10月追加抵押物4处房产，鲁海所有的位于薛家湾镇万通花园小区的车库一处（面
积12.97平米）、鲁二成所有位于薛家湾满世花园小区的房产一处（面积100.39平米）、南熊飞所有的位于薛家
湾康乐小区房产一处（面积94.17平米）、刘憨小所有的位于万通花园小区房产一处（面积129.13平米）。
采矿权，署秋铁矿位于阿尔山署秋牧场西南，矿区占地面积0.54平方公里，生产规模为60万吨/年，于
2010年8月10日取得《采矿许可证》。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抵押，抵押土地使用权位于阿尔山市
杜拉尔林场境内，面积为7938平方米。采矿设备抵押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开发东区，使用权面积21466.8平方米，地类用途工业用地，使
用权类型出让。抵押房产位于临河区八一办事处工业园区鲁花街南侧，建筑面积5536.52平米。
以权属于内蒙古泰裕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的工业土地提供抵押担保，以内蒙古维可欣纺织品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面积1538.46平方米

乌兰哈达苏木乡后旗富园马铃薯营销有限公司的菜窖、办公室，建筑平米3580.8平方米，

马铃薯仓储窖建筑平米2071.5平方米，房屋所有权人张建春、武吉房屋建筑面积1272.99平方米

该企业南瓜粉厂的办公室、泵房、配电室、锅炉房共计1301.94平方米的二是该企业南瓜粉厂的机器设备

抵押物为承包的1995亩农业开发荒地

以公司第三条生产线机器设备作抵押

1、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骄北路 58号街坊D 号楼1单元603号，面积78.7平方米。2、位于鄂尔多
斯市东胜区北环路1号街坊静林湾小区7号楼1单元301号，面积172.2平方米3、位于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羊场壕乡林场社，面积 211.24 平方米 4、第三方陈志华房产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东环路 2 号街坊 2
号楼201号、301号，面积为1592.28平方米。

东胜区天骄路18号街坊易兴国际建材博览园B1号楼房屋抵押，抵押物建筑面积21633.43平米

抵押物地址位于东胜区天骄路5号街坊兴蒙金荣建材城1号楼4层7户。其建筑面积为5317.10平方
米。土地使用证证号为鄂国用2011第000448号。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鄂国用（2011）第000448号，土
地面积6879.68平方米
地上抵押部分为达拉特旗蒙达西部陶瓷文化广场商业楼854.5平方米，地下商场抵押面积8577.37平
方米，配套土地抵押面积6667.69平米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东侧，东库街北侧“鼎盛华世纪广场”项目三期14908.51平方米商业抵押

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兴安北路东侧，东库街北侧“鼎盛华世纪广场”项目二期在建工程（84332.47平方
米）及相应分摊的土地使用权（24822.89平方米），以及三、四期土地使用权（54339.81平方米）作抵押

债务企业名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所持有的68户债权资产

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区内各地市及辖属区县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内蒙古分公司）
拥有的68户债权资产，截至2020年4月20日，贷款本
金合计3,287,391,028.15元。贷款方式有抵押、质押、保
证、信用等。明细如下：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2020年4月28日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公开转让。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
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
古自治区分公司面对各界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
之士参与购买。欢迎符合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投资者
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异议或者购买资讯
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上述债权在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
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

的举报 。
联系人：李先生、诺先生、锡女士
联系电话：0471-6908079

0471-6908192
0471-6903419

监察审计人员：张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02283
邮政编码：010010
通讯地址：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和大街西蒙奈

伦广场8号楼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对内蒙古鼎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等68户债权资产营销及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