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省分公司”）通过
公开拍卖的方式将运城市绛县开发区天宝
化工有限公司等27户债权资产转让至太原
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并已签订

《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山西省分公司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
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太原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山西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公告清单附后）。
太原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
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
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太原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0 年 10

月31日的本金、利息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实际应予偿还的利息将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计算至本息实际偿还之日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

太原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2月30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10月31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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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名称

运城市绛县开发区天宝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志信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泽泰兴食品有限公司

山西华泰鑫金属钢窗制作有限公司

山西海天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山西正和万丰物资有限公司

山西易鑫凯盛印刷设计有限公司

山西清凉山羔羊肉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市浩海红星物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同市王府至尊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融升祥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运城市凯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山西太师冶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朔州市通用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朔州市虹芸达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长治市伟康商贸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侨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长治市流行前线休闲服饰有限公司

运城市吉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运城市绿优农贸市场有限公司

山西东晟农产品包装有限公司

山西昱嘉华商贸有限公司

运城市海达物资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鸿远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中森木业有限公司

永济市镕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永济市恒昌油脂有限公司

贷款本金余额

20,000,000.00

9,798,879.74

500,000.00

1,056,848.79

3,999,998.00

2,650,000.00

9,231,754.65

4,100,000.00

6,600,000.00

9,500,000.00

29,897,752.52

29,966,203.04

9,990,000.00

18,500,000.00

3,799,826.00

9,499,850.00

19,999,817.94

14,999,900.00

5,091,357.87

5,829,990.00

9,803,645.66

1,462,000.00

7,261,334.54

8,916,671.08

2,576,391.25

888,016.02

2,649,989.88

248,570,226.98

利息

4,614,761.80

2,324,581.87

173,577.76

279,016.60

1,741,538.70

417,334.28

1,475,226.73

1,310,360.29

679,103.76

1,026,726.89

9,422,332.05

4,485,339.47

2,939,695.34

2,593,690.56

1,127,713.53

1,316,698.10

2,693,832.44

3,116,906.94

1,162,743.77

1,620,452.48

2,184,444.14

418,694.60

2,290,918.36

3,323,925.64

1,656,230.77

417,849.59

759,371.19

55,573,067.65

本息合计

24,614,761.80

12,123,461.61

673,577.76

1,335,865.39

5,741,536.70

3,067,334.28

10,706,981.38

5,410,360.29

7,279,103.76

10,526,726.89

39,320,084.57

34,451,542.51

12,929,695.34

21,093,690.56

4,927,539.53

10,816,548.10

22,693,650.38

18,116,806.94

6,254,101.64

7,450,442.48

11,988,089.80

1,880,694.60

9,552,252.90

12,240,596.72

4,232,622.02

1,305,865.61

3,409,361.07

304,143,294.63

保证人名称

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范红宇、赵朝华、韩剑、李攀武、刘文普、张建香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山西维之王食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股东陈剑、王星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太原北和食品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由张成林、武辉、林淼、滕桂香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交城县巨海中玻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王炳生、李卫萍、王全柱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山西商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东方科劲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田元生及其配偶韩春开、实际控制人

韩春会及其配偶刘翠芳、韩春会女儿韩晨阳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山西众合众达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关联企业山西立博物资有限公司、太原市天宇创新广告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范晋宏、

韩晓云、陈俊生、闫晓棠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山西商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武维君、郭彩文、高建云

文建强、文仕方、翟培、翟育

大同市王府至尊酒店有限责任公司，王生忠、项利军

大同市浩海红星物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王生忠、项利军、张丽霞、李海霞

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杨斌、郝亚涛

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陈维凯、张惠绒、陈维国、雷晓丽

山西商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高文变、武晋亮

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郝万有，韩玉莲，赵旭，杜月英，武俊，赵继芳，徐爱花，赵润民

朔州市晶鑫粉煤灰制砖有限公司，吴文春，张慧文

吴锡孝、陈晓敏、连特省、崔雅琴、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商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赵原波、郭爱红、陈晓敏、吴锡孝

由山西山里红食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追加贷款额度1.5倍的合格证质押，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杨萍萍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运城市华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运城市森宝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朱文清、刘宏燕、尹玉红、郝向峰、辛卫、

王永胜及配偶朱文惠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周东贵及其配偶邢良菊、周健及其配偶樊小娟提供个人特别担保，质押股东周东贵、法定代表人邢良菊在借款企业100%股权

由山西沃宝商贸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由袁志华与钱国锋共同房产（运城市房权证市辖区字第11372953号）提供抵押担保，由袁志

华、钱国锋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山西新通源食品有限公司、山西大华精工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白智林、扆灶稳及山西大华精工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瑜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山西中联钢融资再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刘建勇、刘新义、姚守业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山西中银鼎力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李振会、李俊革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山西中银鼎力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由股东王更申及其配偶滑秀娟、王建华及其配偶杨仙绒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由借款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晋2016永济市不动产权第0000011号）提供抵押担保；由借款人名下机器设备14项提供抵押担

保；由郑海炜及其配偶、廉永军及其配偶、文丰利及其配偶提供个人特别担保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太原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与太原市财融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对运城市绛县开发区天宝化工有限公司等对运城市绛县开发区天宝化工有限公司等2727户债权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户债权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大修 87 台次、维修 366 台次、电
器改造300余次……”一连串数字脱口
而出，这是山西亚美大宁维修中心负
责人田继春述职发言中最精彩的部
分，每天的日常工作，维修中心是安全
保障，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天天、一项
项，这是工作更是巨大的责任。

12月23日下午，山西亚美大宁能
源有限公司举行2020年度述职大会，
20个部门负责人面对着公司领导和职
工代表，交替总结盘点全年的工作印
迹，举实例、列数据、讲感受、表决心，全
面阐述工作绩效和心得体会，客观分析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就如何做好明年

工作提出了工作设想和努力方向。
冬日的寒风呼啸而过，而大会现

场却激情如火。今年的述职会，大宁
公司以“我要连任”为主题，通过演讲、
述职、民主评议“三位一体”的形式进
行，各部门负责人台上脱稿述职，台下
接受记者提问“干扰”，还要接受由班
组、科队、部室、公司领导组成的测评
组现场投票。整个述职现场可谓是掌
声与喝彩声交织、“意外”和“惊喜”不
断，既全面盘点了工作，又充分展现了
大宁人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让每
一位参与者都赞不绝口。

通风部负责人王鹏军第一个上

台，面对着评委挑剔的目光，他镇定自
若，稳定发挥，顺利拿下开门红。他表
示，这样的经历对于之后的工作有很
重要的影响意义，更有勇气去承担、去
尝试，去面对新的挑战。

“2021，有你有我，‘宁如磐石’如
砥柱中流，给你我自信，许大宁一个美
好明天。”防突部负责人张跃兵，80后
的技术型管理人才，7分钟的述职金句
频出，带动全场掌声阵阵，更让后备干
部班的年轻人看到了未来和希望。

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困
难，大宁人迎难而上。党委工作部负
责人周业斌的发言感慨不已，亚美大

宁的新战士并不孤单，所有的成绩都
是领导支持、大家配合得来的，“让员
工有激情，让企业有活力”，一直是我
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本次述职大会在公司上下引发巨
大反响，不仅增进了对跨部门业务开
展情况的理解，也增强了各部室的协同
配合。亚美大宁公司负责人表示，要通
过这种脱稿述职的方式，进一步转变工
作作风，提升干部队伍素质，为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和打造一支高素质、
务实工作的管理队伍，强化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为确保“十四五”转型出雏型开
好局、起好步贡献大宁人的力量。

对标对表找差距 述职测评促发展
—— 山西亚美大宁能源有限公司2020年度述职大会纪略 刘宪芳

本报吕梁消息 深冬时节寒气
逼人，兴县农商银行水磨滩支行却是
暖意融融。前些天一大早，李先生手
捧一面印有“热忱服务为企业、互促
双赢谋发展”金色大字锦旗送到水磨
滩支行。

“真的是多亏了兴县农商行呀，
是你们耐心又高效的服务才让我的
木板加工厂资金正常周转，厂房得以

顺利运作，你们真不愧是咱老百姓自
己的银行！”李先生难以抑制自己激
动的心情，握着工作人员的手说道。

无独有偶，近日一天下午，客户
王大爷手捧一面印有“热情服务，尽心
尽职”的锦旗送来，全行员工深受鼓
舞。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王大爷行色
匆匆来到该行，说自己的账户无端扣
掉300元。听到这事，柜台员工紧锣密

鼓打流水、查询资金走向，确定是误绑
账户致使资金扣划，经过一番努力追
回损失资金190元。王大爷当场热泪
盈眶地说：“多亏了你们呀，我不懂这
些，也不知道啥时候就绑定了这账户。”

面对接连送来的两面锦旗，水磨
滩支行员工激动地说，“用心服务，成
就客户”是我们的服务理念，“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水
磨滩支行将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为兴
县农商银行的美好明天迎来更多的

“锦旗一面面，掌声一片片”，打造“老
百姓自己的银行”品牌形象。

（张美林 任文娟）

兴县农商银行：

优质服务赢赞誉 客户感谢送锦旗

本报临汾消息 根 据 省 联 社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
深化作风建设”专题学习计划》的通
知要求，霍州农商行党委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于近日自上而下开展了第一
次学习。在机关，党委班子分别进行了
领学，并进行了现场交流。各支行、储
蓄所、分理处也纷纷进行了学习。

此次学习，进一步引导广大干部
员工切实增强纪律观念、红线意识、
底线思维，做到真正将“八项规定”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际行动坚决
杜绝“四风”问题，共同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

大家纷纷表示，将持续深入学
习，坚决做到心中有标杆、学习有目
标、行动有魄力，确保专题学习入心
入脑、见行见效。 （韩 莉）

霍州农商银行：

严格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本报临汾消息 为动员辖内员
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传递正能量，
进一步培养员工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的优秀品质，近日，吉县农商银行工

会委员会组织开展了“送温暖、献爱
心”捐款活动，为困难群众送去一份
寒冬中的温暖。活动中，领导干部带
头捐款，全行员工积极踊跃响应，共

计筹集捐款 10050 元，并全部上缴吉
县总工会，转入困难群众送温暖献爱
心银行专户。本次活动对于确保部
分困难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
的意义，彰显了农信人“爱和责任同
行，心与行动共在”的人道情怀，彰显
了吉县农商人乐于助人、勇于奉献的
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曹泽霖）

吉县农商银行：

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捐款活动

本报晋中消息 榆次农商银行金粮支行多年来始终坚持
“支农支小、服务三农”的理念，紧紧围绕“整村授信”战略部署，
深入践行普惠金融服务。该支行充分发挥客户经理人熟地熟
的优势，将整村授信作为回归本源、专注主业、支持乡村振兴发
展战略的重要抓手。通过村委支持和村民信赖，发放助农授信贷
款。开展清收行动，结合自身优势，推动金粮支行业务量增长。

榆次农商银行将扎实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整村授
信工作步伐，打造“精准营销、集中授信”服务新模式，深耕农村
市场，推进零售金融服务快速发展。 （孙文浩 刘俊杰）

榆次农商银行：推进整村授信 践行普惠金融

本报晋中消息 今年以来，晋中开发区农商银行狠抓工作
纪律，强化工作作风，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

一是强化制度，制定《晋中开发区农商行2020年纪检监察工
作要点》《晋中开发区农村商业银行纪委工作制度》等，整合监督
资源，严格监督执纪。二是强化学习，开展警示教育，组织观看警
示教育片《贪欲与责任》，开展《党章》《条例》和《违规行为处罚办
法》学习和测试。三是强化检查，对办公用房、公车、食堂使用等
开展节日期间专项检查，采取实地走访、调阅监控等方式对基层
网点、总行机关进行明察暗访。四是强化测评，进一步改进工作
作风、提高办事效能，着力优化内部发展环境。 （王 丹）

晋中开发区农商银行：狠抓工作纪律 优化发展环境

详情见网站：www.sxcqjy.cn
意向受让人咨询电话：张经理 18635117550
意向受让人可到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查阅相关资料。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谐园路9号化建大厦

李学文等2笔不良资产包经决策后公开转让，转让底价21万元。
挂牌起止日期：2020年12月30日至2020年12月30日

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公告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公告

截至2020年11月21日 单位：元

序

号

1

2

合计

债务人

名 称

李学文

戴建勇

贷款余额

100000

100000

200000

利息

48557.5

48571.25

97128.75

诉 讼
保全费

1250

1243

2493

债权合计

149807.5

149814.25

299621.75

担保方式

由陈明刚、

张乐提供

保证担保

由陈素斌提

供保证担保

3山西经济日报综 合
统筹：传媒发展中心

组版：张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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