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2 湖北宏鑫实业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30,121.94 12,880.52 

武汉地产集团伟业地产
有限公司、武汉市康怡

经贸有限公司、武汉劳
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君盛经贸有限
公司、湖北宏鑫工贸有
限公司、程重辉、胡思

静、程蓓、祁望芝、刘
月华

1、武昌区明伦街地号WP-94-016该宗土

地土地性质为写字楼、住宅用地，容积
率为7.8，总共土地使用权面积

4749.4㎡；

 2、程重辉名下位于江岸区香港路康怡

花园2栋1层12号、1层13号、2层5号、2
层6号及2栋1单元夹层1-2室共6套商业房

地产，建筑面积3730.56平方米，分摊土

地面积615.77平方米；3、江汉区满春路

特1号1-8层商业抵押房地产，面积

6982.97㎡
4、江汉区新华路25号伟业大厦16层办

公抵押房产价值测算：面积1489.38㎡

部分执行
部分再审

3 湖北光达石材有限公司 武汉 建材 4,800.00 1,102.00 抵押 无

1、湖北光达石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汉
市东西湖区国营新沟农场的工业性质的

房地产，房产面积：28095.12平方米，
土地面积40543.15平方米；2、湖北光
达石材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燕
岭地区（新沟火车站）的工业性质的房
地产，房产面积：3726.36平方米，土
地面积15209.52平方米 。

执行中

4
武汉海森世纪经贸发展有限公
司

武汉 贸易 4,200.00 931.77 保证+抵押 杨汉晖

湖北天鑫石油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
于武汉市硚口区崇仁路256-258号A/B栋
1层37-1号的商业服务性质的房地产，
房产面积1759.87平方米，土地面积

203.37平方米。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5
武汉奥星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

武汉 制造业 2,700.00 764.52 抵押 无

1、武汉华顶包装印务工业园置业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武汉市汉南经济开发区的6栋
共160套宿舍楼，土地24527.16平方
米，房产18260.07平方米；2、武汉华

顶包装印务工业园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武汉市汉南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土地
面积78852.5平方米。

执行中

6
武汉富拓包装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武汉 制造业 2,000.00 680.06 保证+抵押 陈攀、项东辉

1、武汉富拓包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位于汉南区汉南农场汉银路的土地及在
建工程，土地面积10581平方米，在建
工程11804.48平方米；2、汉富拓包装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汉南区汉南

农场汉银路的工业土地，土地面积
127226.5平方米。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7 武汉旭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 贸易 2,500.00 735.71 抵押 无

1、武汉华顶包装印务工业园置业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武汉市汉南经济开发区工业
大道华顶工业园内的工业土地，土地面
积133763.6平方米；2、武汉华顶包装
印务工业园置业有限公司位于武汉市汉
南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华顶工业园内的
土地及在建工程，土地1102.32平方

米，在建工程面积7454.66平方米；3、
武汉富拓包装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
于武汉市汉南区汉南农场汉银路的工业
用地，面积：66666.67平方米（该抵押
项下贷款已结清，未解押）。

执行中

8 襄阳固王混凝土有限公司 襄阳 制造业 2,900.00 827.27 喻闽、王秋蕊、杜建樊

王奕博名下位于襄阳市樊城区长虹路再
尔广场主楼1单元的商业性质的房产及土

地，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72.38㎡，房产

面积合计3101.85㎡，抵押物状态：【已

出租】 ，最高抵押金额：土地担保债权

282万元；房产担保债权1855万元，合
计担保债权2137万元；2、襄阳固王混

凝土有限公司名下的机器设备。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9 湖北弘顺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 建材 11,839.91 1,191.90 保证+抵押
湖北弘毅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吴顺红、易静
、周鹏、荣艾芳 

湖北弘顺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沙口
（汉施公路段）波纹腹板钢结构产业园

的土地及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建筑面积
为89341.31㎡，土地面积为125628.39
㎡

未诉

10 武汉防城电力装备有限公司 武汉 制造业 3,379.53 1,292.42 保证 吴健、李少娟 无 执行

11 湖北鹏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991.13 3,215.42 保证+抵押

1、武汉中天源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2、吴国鹏、
覃小蓉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1、湖北鹏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洪山区东湖春树里3栋1单元10层2室，
面积167.76m²；2、胡娟娟名下位于洪
山区明珠嘉园2栋1单元7-8层一号，面
积167.54m²。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12 湖北祥诚物资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8,000.00 2,318.27 保证+抵押
+质押

1、湖北合拓工贸有限
公司、湖北昊华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2、张丽玲、

张意平、李春娥、陈育
涛、徐金艳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1、张丽玲所有位于红安县经济开发区新
型产业园（湖北振鑫物流综合大市场）4
号商铺（1-3层）55-99号、65-67号、

19-29号、34-39号、43-60号，建筑面
积4704.77m²；2、张丽玲所有位于洪山
区友谊大道996号华城广场25栋2单元17
层2-1703、2-1704、2-1706号住宅，建
筑面积272.34m²；3、湖北祥诚物资有

限公司对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
、武汉钢铁集团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铁路中力集团有限公司40000万
元应收账款质押。

一审判决
书已出，
申请执行
中

13 武汉市金石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 贸易 8,000.00 3,668.34 保证

1、武汉市永宸贸易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2、李有全、刘斌
、程重辉、祁望芝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无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14 武汉市永宸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8,000.00 5,229.50 保证+抵押

1、武汉市金石物资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2、祁望芝、田开
义、刘斌、程重辉、张
克勤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1、武汉市金石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位
于福星惠誉水岸国际4号地块2栋19层1
号-20号合计1060.37m²房产；2、武汉
市金石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有位于洪山

区和平乡徐东村祥和大厦两套住宅（B1
栋／座3层301室-302室，面积360.48m²
。

执行中

15 武汉盈科物资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000.00 1,649.51 保证+抵押

+质押

1、武汉凡诺普鞋业有
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2、刘文芳、叶汉
青、胡丹、田军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

1、武汉凡诺普商贸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新
洲区阳逻街开发区工业园1-4层房产
9398.3m²及土地14084.83m²；2、对武
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的5000万元应

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申请执行

中

16 湖北江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2,780.15 1,702.86 保证+抵押
+质押

曾志文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1、武汉东湖阳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所有

位于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498号房
产，建筑面积5529.52m²，土地面积
5668.04㎡，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2、
湖北江盛达对湖北蕴德实业有限公司
20795890元应收账款质押；3、湖北江

盛达对武汉重冶阳逻重型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35930724元应收账款质押。

一审判决
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17 湖北上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3,000.00 2,204.33 保证+抵押
盛林包装公司、王志义
、朱利芳、九牧物资贸
易公司

1、湖北盛林包装有限公司所有位于城关
镇大成路与睡虎路交汇处1幢房产，建筑
面积10462.87m；2、湖北盛林包装有限
公司所有位于云梦县城关曙光社区2宗国
有出让土地共计44228m；

执行中

18 湖北龙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3,000.00 1,805.71 保证+抵押

1、湖北龙昌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2、湖北龙翔公
司股东王威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

1、吴珊和吴丹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洪山区
友谊大道508号时尚欧洲9栋共10套住宅
提供抵押，面积合计972.8m²。

执行中
（已进入

评估拍卖
程序，已
评估，待
拍卖）

19 武汉天创联合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2,986.47 2,224.50  朱宏彬及其配偶张晓

春 

武汉治历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名下武昌区
中南二路16号安逸新居1层4号，3层1号
的房产共计2735.91平米房产（权证号：

武房权证昌字第2011000461号；武房权

证昌字第2011003772号）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20 武汉丰鑫泰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2,000.00 1,224.00  段军、陈琴 

段军、陈琴名下的位于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雄楚大道1019号当代智慧城三期A.B
栋1层01～03、05、08～10室的商铺及

其分摊土地（房产证号：武房权证湖字
第2013014761、763、760、756、757、
755、717号；土地证号：武新国用<商
2013>第53994～53996、53989～53991
、50508号），房产面积共计777.03平米

。

执行中

21 武汉中坚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5,300.00 1,751.82 

吕忠、冉晓梅、湖北华
融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钢联物资有限公
司、武汉汉通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于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4号龙源国际大

厦A栋14层1401-1412的房屋及对应土地

（房产证号：武房权证昌字第
2012001569-2012001580号；土地证号：

洪国用(2006商)第2948-2959号），房产

面积共计1241.56㎡ 
执行中

22 湖北中钢联物资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3,900.00 1,205.88 武汉中坚工贸发展有限
公司

武汉汉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名
下的位于汉阳龙阳大道特8号的房屋和土

地（房产证号：武房权证阳字第
2012001406、2012001407号；土地证

号：武国用<2005>第0999号）。房产面

积共计5344.27㎡，土地5370.5㎡，用途

为商业。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23 武汉市樵东建材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3,153.19 1,075.55 
潘东梅、魏永祥、潘玉
云、徐旖旎、湖北中州

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武汉市宏云建材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武汉
市青山区24街坊特1号1层商网房产及土

地（房屋所有权证号：武房权证青字第
2010007326号，建筑面积2462.05㎡；土

地使用权证号：青国用（2010）第045
号，土地面积为334.84㎡)

执行中

24 湖北鑫盛德隆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3,829.33 2,639.51 张祥成、付秋芳、张丽
萍、潘复生、张丽玲 执行中

25
武汉金泰中凯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武汉 贸易 1,820.00 730.20 湖北长信贸易有限公司
、陶佳飞、朱虹、喻明

执行中

26 湖北润华能源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1,323.21 403.50 陈功元、陈迪

抵押物所有权人：陈迪,抵押物种类：房

产,最高抵押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土地使用类型：出让，抵押物地址：汉
阳区南国明珠一期22栋1单元6层2室,面
积：231.40平方米

未诉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27 武汉恒鑫日晟工贸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1,749.99 513.06 
杨进、张秀珍、彭汉宁
、丁霞、叶常森、游晓
琼

1、抵押物所有权人：陈咏林,抵押物种

类：房产,最高抵押金额（人民币）：

1750万元,土地使用类型：划拨，抵押物

地址：新洲区邾城街风情大道1、2、3
栋,面积：6929.43平米;2、抵押物所有权

人：沈志勇,抵押物种类：房产，最高抵

押金额（人民币）：75万元,土地使用类

型：出让,抵押物地址：新洲区邾城街城

东村新洲大街215号1-4层，面积：

420.56平米;3、抵押物所有权人：魏琼

华,抵押物种类：房产,最高抵押金额（人

民币）：70万元,土地使用类型：出让，

抵押物地址：新洲区邾城街龙腾大道龙
腾大街58号,面积：277.71平米;4、抵押

物所有权人：谢继萍,抵押物种类：房

屋，最高抵押金额（人民币）：205万
元,土地使用类型：划拨,抵押物地址：新

洲区邾城街城南村三组 ,面积：1204.94
平米。

未诉

28 武汉福长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 贸易 3,040.00 1,004.12 罗瑾婕、李丹萍、陈锋
、罗瑾婕、胡可、李丹

未诉

29 武汉中瑞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2,000.00 686.97 夏先球、喻晓霞、李丽
平、刘青

未诉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30 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公司 黄石 制造业 5,954.18 1,798.92 保证+抵押
黄石鑫兴工贸公司、郭
中凯、郭耿光、郭炳葵
、王立贵

债务人名下位于杭州西路178号8栋厂

房，建筑面积10278.11平方米；及房产
对应的四宗工业出让土地，面积
30978.20平方米。

执行中

31
应城市鸿祥化工有限公司（农
行）

孝感 仓储 9,986.48 3,236.02 保证+抵押
 周子明、彭惠华、彭
定中 

1、位于城中保丰村曾畈组以东搞矿铁路
线以南工业用房5栋，建筑面积1132.31
平方米；2、位于城中保丰村曾畈组以东
搞矿铁路线以南，工业土地使用权面积
15100.9平方米；3、通用设备417台

（套）、专用设备245台（套）。

执行中

32
应城市鸿祥化工有限公司（建
行）

孝感 仓储 7,998.05 3,046.02 保证+抵押
+质押

 周子明，彭定中 

1.应城市鸿祥化工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湖
北省应城市城中保丰村老汉宜路北的房
产和土地，房产面积1400.09㎡，土地
面积29,959.30㎡；2、应城市鸿祥化工
有限公司名下35个储油罐；3、应城市

鸿祥化工有限公司名下1416台（套）机
器设备。质押：债务人对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销售分公司合计
7957万元的应收帐款。

 执行中 

33
武汉金泰中凯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武汉 贸易 1,650.00 563.78 保证+质押

商南县鑫阳矿业有限公

司、武汉益华绿色包装
印务有限公司、陶佳飞

680万元对应武汉钢铁矿业集团有限原
料分公司；600万元对应武汉钢铁矿业
集团有限原料分公司；370万元对应武
汉钢铁矿业集团有限原料分公司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34 武汉视网通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651.50 199.93 保证+质押 万正国、万谦

建行购买债务人对国中国联通咸宁分公
司856.25万元的应收帐款，收购价款
680万元。该项保理业务在中国人民银
行征信系统进行了权属登记：

未诉

35 武汉利永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1,230.00 532.94 保证+质押
程少权、程伟，保证人
湖北新航丰建材科技有

限公司

对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2150.11万元

的应收帐款
执行中

36 武汉富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 制造业 1,700.00 655.53 保证+质押
邓爱学、王金萍、王先

新、张雯  

应收账款公司为武汉美的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共五笔金额分别为538万元、503
万元、339万元、503万元、503万元，
登记日期2014-8-17、2014-9-13、
2014-9-14，

执行中

37 宜昌尚鸿贸易有限公司 宜昌 贸易 4,257.16 3,336.23 
十堰房权证茅箭区字第20176236号房

产，面积3004.52㎡，十堰市国用

（2009）第0710001-3-1号土地，面积

执行中

38 宜昌市天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 贸易 2,723.29 1,589.82 杨志军、陈利勤

远安县商业中心，抵押物一层面积
2217.48㎡，主要租户为圣阳旗购物广

场，抵押物二层建筑面积2609.77㎡，主

要租户为中百仓储。

执行中

39 宜昌市鑫隆船务有限责任公司 宜昌 航运 1,103.19 561.38 高峰、王彤宇 无 执行中

40 湖北纽斯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 食品 684.05 255.78 宜昌九鼎投资担保有限
公司、郑金泉

无 未诉

41 湖北纽斯达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 食品 480.00 154.91 郑金泉，蒋海鹏，郑非
比

抵押物为借款人名下位于长阳工业厂房
土地，房产面积7527.58平方米，土地面

积20117.78平方米
执行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42 大冶有色瑞鑫铜业有限公司 黄石 有色金属矿产
14,719.04 

7,603.72 保证
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是

43 湖北东方志诚实业有限公司 黄石 制造业 保证
黄石鑫鹏铜材有限责任
公司

无 是

44 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 建筑装饰 10,593.12 1,862.55 保证+抵押 吴顺红,易静

黄陂区武湖农场青龙分场3188.16平方
米（武房他证黄字第2013001705号）、
6455.4平方米（武房他证黄字第

2013001700号）、6455.4（武房他证黄
字第2013001701号）平方米房地产；黄
陂区武湖农场13100.82平方米（武房他
证黄字第014006452号）、10335.6平方
米（武房他证黄字第2013006698号）、

11860.8平方米（武房他证黄字第
013007227号）、4626.12（武房他证黄
字第2014001700号）平方米房地产。

已判决、
申请强制
执行中

45 湖北毅博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 黄冈 建材 4,299.70 900.48 保证+抵押 吴顺红,吴顺松，吴娟

团风县城北工业园（编号：团风县房他
证团风镇字第001489号）25630.26平方
米房产，（编号：团风他项（2014）第
012号）59266.4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编号：团风县房建团风镇字第

0019号）16769.70平方米在建工程

已判决、
未申请执

行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46
湖北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

电力材料开

发
14,986.28 4,797.33 保证+抵押

宁波正鼎石油机械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湖北玖

霖林矿业有限公司、竹
山县天石矿业开发有限
公司、云南永泰矿业有
限公司、武汉扬中金惠
电气有限公司、湖北永
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郑奋勇、沈徐凯、陆美

十堰市竹山县官渡镇楼房沟村，编号
（竹山）林抵字201502号，7888000平
方米林权；十堰市房县白鹤镇黄杨村，
编号房县林地他证2015字00005号，
3230000平方米林权。

已判决、
未申请执
行

47
湖北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武汉 能源 1,217.58 576.36 保证+抵押
郑奋勇、沈徐凯、陆美
亚、朱海红、湖北永泰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市洪山区友谊大道九洲国际1栋A单
元26层1-6室6套房产，建筑面积总计
682.11平方米。

一审已判决

48 中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 房地产 7,500.00 6,250.63 保证+抵押

陈于玲、黎琼阳、陈超

伟、颜洋茜、中博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人中博控股以其名下位于武昌区武
珞路洪山二巷6号“中南大公馆”项目
2438.04平米在建工程和8305.94平米土
地提供抵押担保

执行中

49 宜昌森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宜昌 房地产 6,930.00 3,565.49 保证+抵押
浙江三联集团有限公司
、永盛集团有限公司、
毛应秀、马文生

1、土地：债务人名下位于宜昌峡口风景
区甫津关村国有土地使用权，共

125815.6平方米              2、在
建工程：债务人位于宜昌峡口风景区“
三峡文化村”在建项目工程，在建工程
建筑面积35167.79平方米，对应土地面

立案未开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序
号 

债务人  所属地区  所属行业 
 债权金额 

 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质押物信息  是否诉讼 
 本金  利息 

50 50 50 245,286.80 99,379.63 31 49 46 50 

1 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贸易 4,258.32 1,293.87 陈宇海、叶红、河南万
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1、陈宇海、叶红所有位于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抵
押物面积：173.45平方米（房产）-抵押

物状态：自用-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

第2008000741号-最高抵押金额：252.02
万元他项权证：武房他证岸字
2014004707号；2、应收账款-质押物对

象：襄阳发电厂

-最高质押金额：6500万元。

执行中

50 武汉鸿翔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 房地产 3,050.00 938.72 抵押+保证
湖北金森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钱树雄

位于新洲区阳逻街平江西路南（客运站
旁）商业及住宅房产合计26401.40平方
米（抵押权证号：武房期新字第
2012002540号），土地使用权2650.21
平方米（土地证号：武汉新国用

（2006）第更017号，商服及住宅用
地，使用期限2044年8月23日（商业）
2074年8月23日（住宅）抵押权证号：
武新他项（2012）第480号）。

执行中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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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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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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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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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无

1、首封鹏诚贸易名下青山区友谊大道1290号现代花园1号楼1栋1层1号
-8号商网，2层1-2号商网，3层1-2号商网，合计12宗房产，面积
3214.94㎡；2、首封湖北鹏诚贸易有限公司名下青山区现代梅竹园 112

栋会所7号，面积138.8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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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1、首封武汉市金石物资位于武昌区三角路村福星惠誉 .水岸国际4号地

块2栋19层房屋，建筑面积1060.37m²；2、首封金石物资位于江夏区经

济开发区藏龙岛逸城 .亲水生态住宅（西区）联排87栋1-2层2室，建筑

面积275.74m²；3、首封武汉市永宸贸易有限公司所有位于位于洪山区

和平乡徐东村祥和大厦B1栋301、302室、车库-1-067号，建筑面积

399.96m²；4、轮候查封武汉市永宸贸易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武昌区长虹

桥39号（原37-2号）伟业佳苑，建筑面积2504.75m²；5、第二轮查封

程重辉所有位于江岸区香港路康怡花园 2栋1单元夹层1室、2室，2栋2
层5室、6号商网，2栋1层12号商网、13号商网，建筑面积3730m²。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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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1、首封武汉市金石物资位于武昌区三角路村福星惠誉 .水岸国际4号地

块2栋19层房屋，建筑面积1060.37m²；2、首封金石物资位于江夏区经

济开发区藏龙岛逸城 .亲水生态住宅（西区）联排87栋1-2层2室，建筑

面积275.74m²；3、首封武汉市永宸贸易有限公司所有位于位于洪山区

和平乡徐东村祥和大厦B1栋301、302室、车库-1-067号，建筑面积

399.96m²；4、轮候查封武汉市永宸贸易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武昌区长虹

桥39号（原37-2号）伟业佳苑，建筑面积2504.75m²；5、第二轮查封

程重辉所有位于江岸区香港路康怡花园 2栋1单元夹层1室、2室，2栋2
层5室、6号商网，2栋1层12号商网、13号商网，建筑面积3730m²。

1、轮候查封叶汉青所有位于硚口区工人路104号房产，建筑面积
42.77m²；2、轮候查封叶汉青所有位于江汉区幸福一路幸福人家南

苑；3、轮候查封盈科物资对武汉重工铸锻有限公司应收账款 480万
元；4、首轮查封盈科物资拥有的武汉盈科典当有限公司 25%股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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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1、轮候查封湖北上域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所有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
北环路（宏凯广场2、3号楼商铺）1幢2层201室，1幢1层101室、102室
、104室房产，建筑面积2547.99m²；2、轮候查封湖北上域物资贸易有

限公司所有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北环路 （宏凯广场）土地
9303.8m²。

无

无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湖北中钢联物资有限公司抵押物

武汉中坚工贸发展有限公司抵押物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首封债务人在黄石鑫岳水泥厂投入的新、旧生产线的机器设备。

无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1、应城市东马坊工业园内工业用地 44亩；2、查封（广电江湾新城）

123.47平方米房产；3、湖北新航丰建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80%

1、美的应收账款；2、江汉区青年路528号葛洲坝国际广场北区9栋2单
元20层1室房产，3、江汉区青年路528号葛洲坝国际广场北区2栋1单元

26层3室房产，4、江汉区天一小区甲栋20单元7层705室房产；5、江岸

区解放大道1340号永清城5栋1单元11层9室房产；;6、洪湖市恒亿塑胶

有限公司持有的77.27%股权；7、监利县派格塑胶有限公司持有的

45.7447%股权。8、江汉区天一小区甲栋友谊大厦 704号房产，9、武

汉积玉桥万达广场（二期）25栋2单元22层2号房产；10、武汉福特塑

胶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幸福工业园土地使用权 ；

无

无

无

无



标的债权简介一览表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无

无

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陂区武湖农场汉施路 39号第1层，第14幢
第1-2层，第13幢第1-6层，第9幢第1-6层，黄陂区武湖农场汉施路39
号，武湖农场青龙分厂弘毅钢结构基地综合楼第 4-6层，武湖农场青龙

分厂弘毅钢结构生产基地3号产房1层1层、2层2层，武湖农场青龙分厂
湖北弘毅建筑工程装饰有限公司倒班房1-6层1室房产；湖北弘毅建设
有限公司位于黄陂区武湖农场汉施路以东土地 。吴顺红位于江汉区发
展大道179号天梨豪园（帝逸花园）A栋3单元6层602室房产。吴顺红位
于硚口区解放大道128号11层33号房产。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

陂区武湖农场汉施路39号5A栋1层、8栋1层、2层、6幢1层、2层、14幢
7层、8层、弘毅建材工业城综合楼14号楼14栋9层房产、武湖农场青龙
分厂弘毅钢结构基地综合楼1-3层。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陂区
武湖农场汉施路以东生产车间及附属设施 10栋1-6层、12栋1-6层、11
幢3-4层房产。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陂区武湖农场汉施路 39号

5B栋1层、2层、4栋1层、弘毅建材工业城综合楼14号楼3层、弘毅建材
工业城综合楼14号楼4-6层、7幢1-2层。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
陂区武湖农场青龙分场发展大道西6栋第1-2层、黄陂区武湖农场汉施
路39号11幢第1-2层房产。湖北弘毅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陂区武湖农场
青龙分场土地。

湖北毅博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团风县城北工业园新河路南侧 1幢
2217.63平方米、2幢14647.5平方米、3幢6547.5平方米）、4幢
2217.63平方米。湖北毅博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团风县城北工业园
新河路的土地，面积：68444.5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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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封物信息 

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查封湖北玖霖矿业有限公司位于竹山县官渡镇楼房沟村 （林权证号：
竹政林证字（2015）第000047号，面积11832亩）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

使用权。查封湖北泽润林药有限公司位于房县白鹤镇黄杨村的林木所
有权和林地使用权

一审已判决

“中南大公馆”项目土地使用权、该项目63套住宅（标明面积合计
6542.75平方米）、8套联排别墅及对应地下室（别墅1750.13平米米，
地下室未标明面积）、B座地下车库和地下其他(3641.15平方米)以及
中博控股股权。

暂未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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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继续冻结湖北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湖北海虹响呱呱生态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500万元股权（2020年6月2日止）；2、继续冻结湖北

海虹燃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国电长源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2000万元股

权（2020年6月3日止）；3、继续冻结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持

有的禹州神火宽发矿业有限公司 490万元股权（2020年6月3日止）；4
、继续查封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采矿权 （采
矿权许可证号：1000000620088）2017年5月8日下达裁定书未写明查

封期限；5、查封河南万迪矿产品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磨街

乡尚沟村六组[土地证号：禹集用92006)第14-038号，面积1820.2平方

米、禹集用（2006）第14-039号，面积3333.3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2015年6月5日——2018年6月4日止）；6、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

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广场1栋19层3室（房产证号：武

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562-1号、2011031562-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

米）；查封陈宇海、叶红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 159号时代

广场1栋19层4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市字第2011031295-1号、

2011031295-2号，建筑面积176.65平方米）的房产所有权。（2015年6
月4日——2018年6月3日止）7、查封陈宇海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永清路43号永清庭苑1栋1单元8层2室（房产证号：武房权证岸字第

2008000741号，建筑面积173.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2015年6月
4日——2018年6月3日）

鸿翔地产集团位于阳逻汉施公路旁，证号为武新国用（2014）第补003
号土地使用权16945.07平方米，出让商服及居住用地，使用权日期

2046年5月11日（商业）2076年5月11日（住宅），首轮查封，无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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