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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策划：刘芬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对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天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等26户企业分别拥有一定金额的债权，债务企
业、担保人及抵押物等相关资产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地区，拟进行
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见附表。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
方式分户、整体或与其他资产一并进行公开处置，处置方式为拍卖、公开竞
价、挂牌转让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

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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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
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韩女士 曹先生
联系电话：0471-6957049 0471-518056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韩先生 0471-6981004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54号金融大厦1407室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2019年4月2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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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
4.投资者需自行了解、知悉并确认主债权及担保债权的现状、瑕疵、缺陷及风险，并自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损失以及不能获得预期利益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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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天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锦轩商贸有限公司

达拉特旗鑫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华通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鑫牛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耿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兴园绿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正乾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蒙汇市政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金额（元）
(截至2019年2月28日)

22,400,000.00

18,750,000.00

8,979,829.29

19,370,000.00

19,800,000.00

24,000,000.00

18,998,192.88

19,891,453.37

17,989,958.68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由鄂尔多斯市华研经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李乐、史敏、郝彦文、屈素慧、王东胜、
赵树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鄂尔多斯市华研经贸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闫翔、郭子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内蒙古凯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位于达旗树大街北，达准路北段
东侧的鑫园小区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建筑
面积分别为 102.2㎡、129.54㎡、63.09㎡、
95.30㎡、48.32㎡、44.14㎡、130.34㎡，面积
合计为612.93㎡；

2.鄂尔多斯市释尼召沙漠绿海乐园有
限公司持有的位于达旗树镇树乡草原村，东
呼高速公路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
筑物两处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为5334
㎡和10039㎡，房屋建筑面积1799.76㎡和
3198.85㎡；

3.李忠持有的位于达旗树镇210线高
速路南关碾房村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土地
面积140.9㎡，建筑面积223.42㎡；

4.任香玲持有的位于达旗树镇文苑街
南、广场东路东商会附属楼的国有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
积10.5㎡，建筑面积41.98㎡；

5.贺倩持有的位于达旗树大街北，达
准路北段东侧的鑫园小区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及地上建筑物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
12.2㎡，建筑面积63.09㎡。

1.由韩兵、吕慧琴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2.韩兵、吕慧琴所有的房产及土地使
用权提供抵押担保：①韩兵、吕慧琴所有的
位于达旗树镇树大街北和平路东出让方式
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
权，土地、房屋用途为商业服务业，建筑物
总层数3层，押品所在层数1-2层,土地面
积1586.94㎡，建筑面积4741.61㎡；

②韩斌（韩兵的曾用名）持有的位于达
旗树镇雀计窑村一宗平房，土地面积466.5
㎡，建筑面积197.74㎡。

1.由耿毅、周红梅、徐晓君、王丽君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鑫牛
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耿毅所有的房产
提供抵押担保：①鄂尔多斯市鑫牛实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东胜区鄂尔多
斯 大 街 南、伊 化 路 西 商 业 用 房 ，面 积
5526.27㎡；②耿毅所有的位于东胜区鄂尔
多斯东街36号街坊3号楼1单元402号住
宅，面积139.33㎡。

1.由杨耿亮（曾用名：杨海林）、杨孟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内蒙古耿盛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达旗树
林召东街南召西路东宏盛新村酒店提供抵
押担保，具体情况如下：(1)新村酒店-7-2，
面积：699.69㎡；(2)新村酒店-7-1，面积：
957.75㎡；(3)新村酒店-8-2，面积：268.76
㎡；(4)新村酒店-6-1，面积：957.75㎡；(5)新
村酒店-9-2，面积：477.39㎡；(6)新村酒店-
9-3，面积：473.15㎡；(7)新村酒店-9-1，面
积：278.75㎡；(8)新村酒店-3-1，面积：
1568.59㎡；(9)新村酒店-8-4，面积：430.93
㎡；(10)新村酒店-8-3，面积：473.00㎡；
(11)新村酒店-6-2，面积：699.69㎡；(12)新
村酒店-8-1，面积：484.75㎡。

1.由杜霖、王琴、李旭凯、庞慧娟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鑫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房产提供抵
押担保：

①位于东胜区天骄路5号街坊兴蒙金
荣建材城1号楼2-1号，总层数为5层，所
在层数为3层，总建筑面积1550.64㎡；

②位于东胜区天骄路5号街坊兴蒙金
荣建材城1号楼2-3号，总层数为5层，所
在层数为3层，总建筑面积1441.35㎡。

1.由王永兵、刘秀峰、郭艳、刘玉龙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刘秀峰、王永兵所
有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①刘秀峰拥有
的位于东胜区迎宾路 3 号街坊 15 号楼
101、201号房，面积2130.31㎡，商业用途，
总层数为3层，所在-1-2层；

②王永兵拥有的位于东胜区迎宾路3
号街坊6号楼1102，面积348.81㎡，商业用
途，总层数为13层，所在11、12层，该处房
产所占土地726.06㎡。

1.由杨改琴、王四小、杨中河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东胜区蒙汇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①东胜区罕台镇布日都梁村韩家坡社
蒙汇时代广场 5号楼 501号房，建筑面积
1,6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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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名称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新天下信息传媒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建通物资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公司

内蒙古富凯龙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内蒙古凯同商贸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华尔餐业有限责任公司

准格尔旗鑫源汽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创晟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大兴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宝昌轻工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欣耀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雄辉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乌审旗金海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新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万信达通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胜州奇石古玩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金额（元）
(截至2019年2月28日)

24,000,000.00

13,999,963.00

47,999,981.14

111,934,783.26

22,800,000.00

399,993,744.43

4,249,800.00

7,500,000.00

17,900,000.00

319,933,200.33

15,000,000.00

118,768,797.35

11,750,000.00

13,789,999.95

7,048,620.94

6,389,969.44

17,614,642.98

该笔债权项下的担保措施

②东胜区罕台镇布日都梁村韩家坡社蒙汇时代广场5
号楼202号房，建筑面积1,339.52㎡；

③东胜区罕台镇布日都梁村韩家坡社蒙汇时代广场5
号楼111号房，建筑面积69.57㎡。

1.由杨雅娟、程协桥、路春宝、胡美玲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2.内蒙古三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所有房产提供
抵押担保：①东胜区伊金霍洛西街17号太古国际广场A区
101，建筑面积4928.48㎡；

②东胜区伊金霍洛西街17号太古国际广场A区102，
建筑面积299.25㎡；

③东胜区伊金霍洛西街17号太古国际广场A区201，
建筑面积308.71㎡。

由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赵彤、文瑞珠、张文生、文瑞
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内蒙古鼎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富凯龙水利水电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富凯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候利
兵、奥维香、侯利军、张美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由鄂尔多斯市恒信路桥有限责任公司、侯利军、张美
英、侯皓苒、孙铃林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东
胜区隆丰盛世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应收账款作质
押担保；3.侯利军持有鄂尔多斯市圣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质押作质押担保。

由富凯龙水利水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苏燕、龙凤、王
飞、张美英、侯利军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由万正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万正公路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武世荣、柴兰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内
蒙古万正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东环路
3号街坊万正商城260套房产提供抵押担保；3.内蒙古鄂尔
多斯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位于东胜区罕台镇布日
都梁村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在建工
程目前已基本完工，为鄂尔多斯酒业园区；4.内蒙古鄂尔多
斯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部经营收入形成的应收账款作质
押担保。

由鄂尔多斯市万正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奇布仁巴
雅尔、吴花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由赵占东、何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何梅拥有
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坐落于准旗沙镇龙翔油脂
厂北墙外，房屋建筑面积2294.25㎡，土地面积4344.67㎡，
取得方式为转让，用途为商业用地。

由鄂尔多斯市泰一亨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伊彦龙、崔佳
璐、王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由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大兴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所拥有的经
营性服务价格收费权提供质押担保。

由鄂尔多斯市大兴房屋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闫翔、郭子
轩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由内蒙古大兴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欣耀煤炭经销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
达旗吉格斯太镇乌兰壕村的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面积
33333㎡；3.鄂尔多斯市欣耀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股东高伟、
高原持有的全部股权提供质押。

1.由梁树荣、郭红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由梁树
荣、郭红霞、杨丽所拥有的房产提供抵押：①杨丽所有的位
于东胜区华研物流园区第1号街坊1号楼155号商业房产，
面积135.84平方米；

②杨丽所有的位于东胜区团结路6号街坊A号楼101
号商业房产，面积41平方米；

③杨丽所有的位于东胜区伊煤北路32号3号楼31号的
商业房产，面积59.43平方米；

④郭红霞所有的位于东胜区杭锦北路25号街坊5号楼
17号的商业房产，面积66.1平方米；

⑤梁树荣所有的位于东胜区杭锦北路25号街坊盘恒五
号景观小区 11 号楼 1 号商业房产，面积 162.91 平方米；

⑥梁树荣所有的位于东胜区杭锦北路25号街坊盘恒五
号景观小区11号楼201号商业房产，面积301.7平方米；

⑦梁树荣、郭红霞共同所有的位于东胜区东环路1号街
坊8号的房产，面积851.7平方米，该宗房产对应的土地使用
权面积442.4平方米。

1.由卜崇豇、付小莉、乌审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乌审旗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所有的商业用房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
位于乌审旗嘎鲁图镇三区锡尼路北、文化宫西侧创业商业楼
A座，建筑面积6664.29㎡；土地使用权面积1752.71㎡。

1.由宋强强、马荣荣、宋广平、王海英、王世文、李凤英、
乌审旗物华天宝酒店、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所有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乌审旗
乌兰陶勒盖镇规三路东、纬二路北鄂尔多斯市乾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A-5室、A-3室、A-2商业、A-1室、B-5商
业、B-7商业，总建筑面积7380.04㎡。

1.由戴学林、杜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鄂尔多斯市
万信达通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
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鄂尔多斯市包府路南侧，房产总建筑面
积1,623.28㎡，其中445.52㎡设计用途为商业、445.52㎡设
计用途为办公、471.36㎡设计用途为其他、260.88㎡设计用途
为住宅；土地使用权面积7641.15㎡，用途为综合用地。

1.由史艳玲、祁秀梅、苏铁、内蒙古冠丰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内蒙古冠丰房地产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商业用房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东
胜区准格尔南路10号街坊1号2号，总建筑面积1614.2㎡。

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