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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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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电缆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电缆有限责任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8515

万元，表外息333.72万元，孳生利息735.93万元，债权总额9584.65

万元

由朱亮、周小捷、吴有银、陈典词、郭书建、毛春如、邱志义、李小群、

罗天秀、敖小炳、李文勇、李春华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总的出让工业土地面积为65358.4平方米，划拨住宅用地21076.29平

方米，划拨综合用地 9108.7平方米，总的房产（包括车间、宿舍楼，食堂，

员工公寓）面积为42651.03平方米。

该户债权已经判决并认可了绝大部分诉讼请求，已进入破产程序，我们是

第二大债权人，现在破产重整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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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西电缆有限公司债权部分抵押物简介

抵押物之一：江西
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内办公楼，面积：
2925.14㎡

抵押物之一：江西
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内食堂，面积：
209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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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西电缆有限公司债权部分抵押物简介

抵押物之一：青原
区文艺学校内土地
（划拨地），面积：
9108.7㎡

抵押物之一：江西
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内橡套车间，面积：
4825.5㎡



二、萍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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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西莫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西莫电机制造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1780万元，表外息99.8万元，孳生利息415.68万元，债权总额2176万

元

由西莫公司提供自有工业用地和工业厂房抵押，抵押物位于上栗县赤山工

业园内，其中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栗国用（2012）第6143号），土地面积为

34486.33㎡，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担保债权为416万元

。抵押房产共有五栋，总建筑面积为16722.12平方米。

由萍乡先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江西天鼎实业有限公司、汤琪、熊芝提供

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我司已申请执行，目前在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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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物实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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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萍乡市轩盛宝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萍乡市轩盛宝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债权项目本

金为786.41万元，表外息120.2万元，孳生利息354.52万元，债权总

额1261.14万元.

1、朱春兰提供的位于安源经济开发区上湾居委会雅阁花园第2栋383.88平

米商铺提供抵押；2、陈龙提供位于安源区长兴北路1号南二区总计116.9平米

商铺及商场提供抵押担保。3、池永良、方海霞提供共有的位于安源区安源镇

瑞金北路1号香溪美林15号楼的两处房产抵押，一处为25.41平米住宅，一处

为268.65平米的复式住宅；4、张伟提供位于安源区八一街包家冲社区跃进路

的91.54平米住宅抵押；5、朱娇玲提供位于安源区安源新区井冈山路388号东

方巴黎-欧陆佳苑1栋的137.13平米住宅抵押；6、翁凯平提供位于长兴北路1

号南二区的116.9平米商铺抵押。

由朱春兰、钟圣云、朱慈兰、罗勇、池永良、方海霞、翁凯平、朱娇玲、

张伟、李旎、陈龙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我司已申请执行。



11

萍乡市轩盛宝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实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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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司、江西省百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江西百兴服装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1999

万元，表外息212万元，孳生利息348万元，债权总额2559万元。

百宏公司以工业土地和宿舍楼抵押提供担保，抵押土地面积43441.5平方米

，抵押房产面积19105.58平方米。

由许金补、李旎、胡颖萍、陈龙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法院已受理破产。

截止2018年3月20日，江西省百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1545万

元，表外息93万元，孳生利息258万元，债权总额1896万元。

百宏公司和百兴公司厂房土地第二顺位抵押。百宏贷款抵押土地面积

43441.5平方米，房产面积为19105.58平方米。百兴公司贷款抵押房产面积为

12604.42平方米。

由林辉杨、江西百兴服装有限公司、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司、江西百顺进出

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法院已受理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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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百兴服装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1099

万元，表外息279万元，孳生利息217万元，债权总额1595万元.

由百宏公司以其位于安源区经济转型产业基地成功大道1号3套工业厂房（权

证号为454、455、458）抵押，总计面积为12604.96平方米。

由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司、江西百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黎松清、许火电、

胡文华、罗胜男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法院已受理破产。

3、江西百宏纺织有限公司、江西省百凯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江西百兴服装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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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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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实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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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百兴服装有限公司实地照片



三、宜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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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新唐光电科技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新唐光电科技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1720

万元，表外息358万元，孳生利息400.63万元，债权总额2478.63万元

。

1、高安市汉唐高晶光电有限公司提供位于高安市沙岗镇的房产（厂房、宿

舍楼及综合楼，面积共计9070.8平米）为1502.4万元最高债权余额抵押；2、

新唐光电提供自有的97台机械设备为2058万元债权余额抵押；3、新唐光电提

供自有的机械设备为2500万元债权余额抵押。

由黄少彬、黄运川、聂金花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已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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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唐光电科技公司追加部分抵押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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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新唐光电科技公司抵押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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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宜丰县凯扬陶瓷发展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

为1990万元，表外息206.35万元，孳生利息533.02万元，债权总额

2729.37万元。

凯扬陶瓷提供位于宜丰县新昌镇良岗工业园，275.9751亩（183983.38平米

）出让工业用地和24900平方米厂房抵押。

由周小平、钟灵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执行中，已进入破产，我司已申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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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扬陶瓷抵押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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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东稻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债权、南昌亿爱实业有限公司债权
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东稻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1498万元，表外息40万元，孳生利息438万元，债权总额1976万元。

由龚云峰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在执行中。

截止2019年3月20日，南昌亿爱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2084万元，表

外息388万元，孳生利息515万元，债权总额2987万元。

由赵斌、李丽、毛强锋、王璐、唐彧智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在执行中。

上述两户债权分别由江西中宏实业有限公司提供的位于宜丰县新昌镇渊明北大道1号

的1-4层房产，总面积：3421.72平方米抵押和该酒店6417.78平方米未装修公寓抵押。



24

江西东稻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亿爱实业有限公司抵

押物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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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西三农粮油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三农粮油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3299.52万元，表外息405.75万元，孳生利息1035.04万元，债权总额

4740.3万元。

丰城市嘉和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丰城市剑邑大道与东郊路交汇处

14458.12平方米的出让商业用地提供抵押。

由袁立勇及其配偶涂美霞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执行中，已进入破产，我司已申报债权并得到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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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公
司厂房
及大米
加工设
备

三农公司贷款抵押
物位于丰城市老城
区，地上盖有简易
棚，用于农贸市场
，面积为21.69亩商
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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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西铭远传动设备有限公司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铭远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1400万元，表外息70.34万元，孳生利息408.49万元，债权总额

1895.39万元。

由铭远传动公司提供位于丰城市工业园区丰源大道27号的工业用地和厂房

，土地面积21867.4㎡(约32.8亩)，厂房面积16005.37㎡，土地和厂房办理了

合法抵押登记。

由高小铭、袁婷提供保证担保。

该户债权已判决，执行中，已进入司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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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远传动公司办公楼，
2013年建成，面积
3361.18平方米，为贷款
抵押物。

铭远传动公司厂房，面积
12644.55平方米，2013年建成
，为我行贷款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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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西美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美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2799万元，表外息159万元，孳生利息530万元，债权总额3488万元。

由刘辉、涂小琴、涂安安、黎海浪提供保证担保

由靖安县浙江龙华大酒店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辉控股）提供的位于靖

安县双溪镇沿河中路53号（浙江大厦）的房产，面积合计6332.34㎡，抵押房

产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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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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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昌大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南昌大业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1800万元，表外息329万元，孳生利息526万元，债权总额2655万元。

由孙海滨、童志德、童毅东、叶茜提供保证担保

由第三人孙海滨名下位于婺源县紫阳镇才士大道的商业房产，房产面积为

3848.84㎡，抵押房产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在执行中。

抵
押
物
照
片



五、抚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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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强宏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宏安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南昌创
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强宏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2890

万元，表外息78万元，孳生利息845万元，债权总额3813万元。

由南城县宏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翁贤火、魏腮枝、翁伟敏、赵晨

彦、李世荣、钟超明、曾小英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为位于江西省南城县建昌镇建昌北大道的商业店面，面积共计

3672.34㎡，抵押土地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我司已执行。

截止2018年3月20日，南昌宏安贸易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2433

万元，表外息63万元，孳生利息396万元，债权总额2893万元。

由南城县宏鑫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翁贤火、魏腮枝、翁伟敏、赵晨彦、

张学华、郑文秀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为位于江西省南城县建昌镇建昌北大道2号的宏鑫国际大酒店，房产

面积共计6128.37㎡，该抵押物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我司已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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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强宏实业有限公司、南昌宏安贸易有限公司债权、南昌创
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南昌创华贸易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2990

万元，表外息81万元，孳生利息874万元，债权总额3945万元。

由南城县宏鑫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翁贤火、魏腮枝、翁伟敏、赵晨彦提供

保证担保.

抵押物为位于江西省南城县建昌镇建昌北大道2号的宏鑫国际大酒店，面积

共计6663.17㎡，该抵押物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我司已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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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宏安贸易有限公司、南昌创华贸易有限公司实地照片



37

江西强宏实业有限公司抵押物照片



六、景德镇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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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景德镇市天润物流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景德镇市天润物流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1795万元，表外息73万元，孳生利息512万元，债权总额2380万元。

由宋沅、俞超群、王樟花、、宋景文、付刚、宋雷鸣、吴亚芬提供保证担

保。

抵押物为景德镇市新枫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景德镇市迎宾大

道1号、17号地块的出让商住用地，面积为4337平方米（6.5亩）。

该户已判决胜诉

景德镇市迎宾大道1号地 景德镇市迎宾大道17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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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西金塔万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金塔万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2300万元，表外息71万元，孳生利息454万元，债权总额2835万元。

由黄富银、洪香兰、黄镇国、胡佩、黄治国、张玲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一:江西金塔万通贸易有限公司项下的土地及房产（乐房权证私字第

61031号、乐房权证私字第60739-40号、乐房权证私字第60687号）；地址：

洎阳中路（属城区较为优质地段）；面积：土地面积470平方米、建筑面积

2180.89平方米；

抵押物二：第三方章玉平名下的土地及房产（乐房权证私字第18678 号、

30164号）；地址：珠海东路2号商住楼（建筑面积711.25㎡）、珠海中路130

号商住楼（属城区较繁华的商业区,现门牌地址变更为珠海中路52号-1，建筑

面积488.53㎡） 。

该户已判决，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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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塔万通贸易有限公司债权抵押物实地照片



七、南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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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西龙发投资有限公司债权、南昌豫章城实业有限公司债权
情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江西龙发投资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2400

万元，表外息203万元，孳生利息716万元，债权总额3320万元。

由邓国林、王菊宁提供保证担保.

由法人邓国林提供位于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163号（第2-3层）一宗商铺，

面积1147.91平方米，抵押房产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执行中。

截止2019年3月20日，南昌豫章城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为

2299万元，表外息200万元，孳生利息708万元，债权总额3208万元。

由邓国林、王菊宁、李卫华、李蔷提供保证担保.

由法人邓国林提供位于南昌市东湖区胜利路163号（第1层）一宗商铺，面

积365.69平方米，抵押房产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执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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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龙发投资有限公司、南昌豫章城实业有限公司f抵押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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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昌市花隆源化妆品有限公司债权、江西省圣晶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情
况简介

截止2019年3月20日，南昌市花隆源化妆品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

为2999万元，表外息162万元，孳生利息615万元，债权总额3776万元

。

由苏瑞春、万良炎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为高新开发区紫阳大道2977号绿地新都会42#商业楼，房产面积合计

2303.07㎡，该抵押物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

截止2019年3月20日，北西江西省圣晶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本金

为3000万元，表外息161万元，孳生利息618万元，债权总额3778万

元。

由苏瑞春、万良炎、罗珺提供保证担保.

抵押物为高新开发区紫阳大道2977号绿地新都会42#商业楼，房产面积

2022.10㎡，该抵押物已经办理了合法抵押登记。

该户债权已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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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开
发区紫
阳大道
抵押房
产

南昌市花隆源化妆品有限公司、江西省圣晶

实业有限公司实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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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THANKS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地址/ADD：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106号

www.gwamcc.com

联系人：肖亮

联系方式：13755655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