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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 东营市 318,835,452 . 20 9,492,693 . 21 2019年4月30日
山东德曼桥箱有限公司、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东营天虹合成纤维有限公司、山东圣通塑胶有限公司、山东光聚聚实业
有限公司、东营金玺铜业有限公司、山东圣通塑胶有限公司、王者见

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 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 东营市 153,000,000 . 00 13,729,343 . 66 2019年4月30日 山东昌泰工贸有限公司、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李崇欣、李铁平、王春辉 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3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 东营市 105,969,605 . 44 5,641,817 . 90 2019年4月30日 山东道远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山东国风橡塑有限公司、郭永县、郑海菲、郑海元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4 山东汇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东营市 141,750,000 . 00 8,754,498 . 10 2019年4月30日
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山东威世达实业有限公司、东营市方兴橡胶有限责任公司、东营市汇丰零部件有限公司、王万万滨、
杜春燕、刘华锋

山东汇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东
营市汇丰零部件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5 山东维尔斯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 57,742,821 . 04 13,106,755 . 43 2019年4月30日 东营市万兴恒业工贸有限公司、东营市宇通气门嘴有限公司、山东瑞特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李树森、谷丰茂 山东维尔斯化工有限公司 存货
6 广饶县宏源特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 17,883,507 . 58 536,027 . 61 2019年4月30日 广饶鋆源化工有限公司、王爱英、彭爱国 广饶县宏源特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机器设备
7 东营昊兴石化有限公司 东营市 44,930,297 . 50 4,132,680 . 45 2019年4月30日 广饶县宏源特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东营市宝丰化工有限公司、郑中华 东营昊兴石化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8 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 79,990,772 . 74 20,813,504 . 08 2019年4月30日 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9 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 东营市 361,979,759 . 63 24,398,443 . 92 2019年4月30日 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司、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山东固德镁铝铝车轮有限公司 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10 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641,530,000 . 00 26,138,200 . 00 2019年1月20日 兴源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世泰来橡胶科技有限公司、宋文奇、隋爱芹夫妇 盛泰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11 东营正和木业有限公司 东营市 72,761,000 . 00 5,022,000 . 00 2019年1月20日 东营金玺铜业有限公司、山东泰然集团有限公司、刘保卫、秦金玲夫妇 东营正和木业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12 山东泰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东营市 63,685,500 . 00 5,445,300 . 00 2019年1月20日 东营金玺铜业有限公司、山东泰然集团有限公司、刘保卫、秦金玲 山东泰然新能源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13 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 东营市 109,725,900 . 00 1,394,300 . 00 2019年1月20日 山东光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王者见、王洪霞 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 房产

14 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 东营市 266,530,900 . 00 10,535,286 . 24 2019年7月20日 山东艾赛特车轮有限公司、山东万通模具有限公司、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张永杰夫妇
山东艾赛特车轮有限公司、山东
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

土地、机器设备

15 山东固德镁铝车轮有限公司 东营市 125,191,796 . 17 16,558,965 . 92 2019年7月20日 山东固德镁铝车轮有限公司、德瑞宝轮胎有限公司、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张永华夫妇 山东固德镁铝车轮有限公司 土地
16 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29,972,763 . 51 2,750,268 . 06 2019年7月20日 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韩全忠、韩乐根、颜景红 山东金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17 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东营市 164,030,000 . 00 6,436,675 . 21 2019年7月20日 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燕志富、武小容 山东亨圆铜业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18 山东东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东营市 155,000,000 . 00 5,382,674 . 91 2019年7月20日 山东东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中科建设开发总公司、东营市永安化工有限公司、垦利县丰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明明朗门窗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东润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土地
19 东营市环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市 54,999,199 . 56 5,056,796 . 87 2019年7月20日 东营市环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亨润德石化有限公司、王健、杨丽花 东营市环宇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0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 东营市 68,799,300 . 00 6,962,358 . 74 2019年7月20日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山东华轮实业有限公司、郭永县、郑海菲 山东中一橡胶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21 山东正诺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50,990,000 . 00 4,694,894 . 55 2019年7月20日
山东正诺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汇金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奥隆集团有限公司、东营市鸿信纺织有限公司、东营市晟洁石油油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广饶县隆鑫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商好峰夫妇

山东正诺集团有限公司 存货

22 东营市鸿信纺织有限公司 东营市 7,000,000 . 00 983,388 . 71 2019年7月20日 东营市鸿信纺织有限公司、山东汇金化工有限公司、山东正诺集团有限公司、吴学光及配偶孙相兰 东营市鸿信纺织有限公司 存货

23 山东东方长城玻璃有限公司 东营市 20,000,000 . 00 2,909,457 . 93 2019年7月20日 山东东方长城玻璃有限公司、李绍伟、汪美玲夫妇 山东东方长城玻璃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24 东营市泰恩斯动力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东营市 19,990,000 . 00 565,911 . 51 2019年7月20日 东营博瑞制动系统有限公司
25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东营市 351,603,012 . 75 12,355,494 . 93 2019年7月20日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山东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26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537,496,622 . 44 26,763,129 . 62 2019年7月20日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汇东新能源有限公司、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山东金茂茂纺织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张振武、巴奉珍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土地

27 山东统洲化工有限公司 东营市 224,372,368 . 65 12,782,177 . 98 2019年7月20日 山东统洲化工有限公司、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东营金茂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张振武夫妇妇 山东统洲化工有限公司 土地、机器设备

28 东营市华侨橡塑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 133,890,000 . 00 15,625,551 . 30 2019年2月28日 山东双王橡胶有限公司、李云章、李素香 山东沃森橡胶有限公司 设备、存货轮胎、原材料

29 山东圣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76,800,000 . 00 5,185,172 . 39 2019年2月28日 东营正和木业有限公司、山东圣通塑胶有限公司、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崔志勇

30 东营市东海聚苯乙烯有限公司 东营市 70,000,000 . 00 1,955,871 . 38 2019年2月28日 山东迪赛机电有限公司 东营市东海聚苯乙烯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31 东营市龙起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 53,810,726 . 47 5,435,898 . 63 2019年2月28日 东营市益盛石油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孟凡山、陈丕强、孟龙起、刘立梅

32 山东龙顺物流有限公司 东营市 15,913,414 . 10 1,322,666 . 52 2019年2月28日 东营市益盛石油产品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孟凡山、陈丕强、孟龙起、刘立梅

33 山东海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市 229,250,000 . 00 6,836,186 . 17 2019年4月30日 东营天虹合成纤维有限公司、东营海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东营海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宁超峰、宁鲁光 东营海跃水产科技有限公司
土地、在建工程、
滩涂使用权

34 东营市东明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 208,767,123 . 67 17,455,163 . 20 2019年4月30日 东营市振东轮胎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金冠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大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东昊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袁德泉

35 垦利新华兴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 34,900,000 . 00 1,312,239 . 37 2019年4月30日 山东军胜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利津森化化工有限公司、胡华书

36 东营市博源石油液化气有限责任公司 东营市 40,567,580 . 50 3,417,715 . 95 2019年4月30日 东营晨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龙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东营华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饶华邦化学有限公司司、高丰轮
37 山东济宁特力机床有限公司 济宁市 9,859,108 . 64 524,900 . 00 2018年2月20日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山东济宁凯瑞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孙善科、李月玲 山东济宁特力机床有限公司 机器设备

38 山东济宁精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济宁市 4,900,000 . 00 533,400 . 00 2018年2月20日 济宁特力机电物资有限公司；山东新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山东济宁凯瑞数控机床有限公司；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公司

39 济宁永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济宁市 5,850,000 . 00 277,900 . 00 2018年2月20日 济宁市圣源建材有限公司、济宁恒基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济宁市泓源化工经贸有限公司、刘存超、孟庆荣

40 山东济宁爱德华工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济宁市 59,970,000 . 00 5,777,500 . 00 2018年2月20日 鲁特电工股份有限公司；郭明苓、贾书真；张选、赵岩
山东济宁爱德华工程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郭明苓、贾书真、张选

机器设备、股权

41 济宁兖煤三江经贸有限公司 济宁市 19,500,000 . 00 1,285,000 . 00 2018年2月20日 兖州市宏福化纤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瀚邦胶带有限公司；刘春香、高本社
42 兖州市红山石工贸有限公司 济宁市 24,800,000 . 00 1,888,300 . 00 2018年2月20日 兖州市宏福化纤制造有限公司；山东瀚邦胶带有限公司；刘春香、高本社
43 山东美尔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济宁市 29,997,000 . 00 500,600 . 00 2018年2月20日 朱本志、刘金凤 山东美尔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44 山东创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济宁市 33,335,000 . 00 471,700 . 00 2018年2月20日 朱本志、刘金凤 山东创佳新材料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45 山东昌华煤业有限公司 济宁市 25,728,961 . 21 2,023,200 . 00 2018年2月20日 山东光磊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山东乐得仕软木科技有限公司；山东福瑞思特木业有限公司；马道国、李怀玲；马道昌昌、马灵敏
46 山东圣花实业有限公司 济宁市 34,438,618 . 00 0 2018年2月20日 山东雪花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兖州市金宇工贸有限公司。 山东圣花实业有限公司 股权
47 山东东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聊城市 96,000,000 . 00 1,604,000 . 00 2019年4月22日 山东三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李东明、张丽芹 山东东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机器设备
48 山东兴鼐薄板有限公司 聊城市 13,920,000 . 00 204,825 . 65 2019年4月22日 山东星瀚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王泽昌、王芳平 山东兴鼐薄板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49 山东三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市 30,000,000 . 00 485,505 . 47 2019年4月22日 山东统亚板业有限公司、李春雨

50 山东三融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聊城市 189,490,000 . 00 2,622,149 . 78 2019年6月20日 山东三融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冠通催化剂有限公司、山东东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统亚板业有限公司、刘东初、刘刘玉兰
山东三融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冠
通催化剂有限公司

土地、房产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关于山东鸿亦机械有限公司等50户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附件：分户债权资产明细表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截至日后利息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计算。债务人、担保人应予履行的相应利息余额及应承担的相关费用，以合同约定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书确认的数额为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
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山东鸿亦机械
有限公司等50户不良债权资产进
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详见附件：分户债权资产明细表。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供

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各笔
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法有
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担保人
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查及判
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证。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
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内
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
他经济组织或中国境内自然人(不
包括台港澳籍、外国(地区)籍自然
人)。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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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以及
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和财务顾问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参与标的
资产处置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国有企
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本次处置可按整包处置、部分打
包处置、单户处置的方式进行，受让意
向者如需了解有关本次公告债权资产
的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对 外 营 销 网 站
www.sales.coamc.com.cn查询，或与
联系人接洽。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
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
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联系人：吕经理、姬经理
联系电话：0531-86995378、

0531-86995379
邮件地址：
lvqingyu@coamc.com.cn、
jiyuxia@coamc.com.cn
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

区经十路14306号建设大厦21楼
邮编：250014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

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纪委
办公室)；0532-58760779(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监管部门：0532-83895572(中
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青岛监管局)；
0532-83079295(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
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告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21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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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进一步落实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管理
规定，确保您的合法权益，我司正在组
织开展“真信息保权益”客户信息核实
活动。

活动开展期间，我司工作人员将通
过致电或上门拜访的形式向您确认姓
名、性别、国籍、职业、联系电话、联系地
址、身份证件类型及号码等信息，并协助
您完成信息更新。

新华保险将继续秉持全心全意为
客户服务的宗旨，不断延伸服务半径，
关爱您人生每一天！

变更途径：业务员代为办理、掌上新
华办理、各地客服中心办理。

信息常更新 金融共安全

新华保险山东分公司开展
“真信息，保权益”客户信息核实活活动动

◆公司简介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财富管理不忘初心 服务民生牢记使命

3月26日，光大银行发布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简称
“报告”)。报告围绕“价值创造”
主题，突出经济、社会、环境、治
理四大模块，并设置“打通脱贫
致富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两大专题。重点介绍了光大银
行在支持国家区域战略、普惠
金融、乡村振兴、消费者权益保
护、客户服务、公司治理、风险
管理、抗击疫情、公益环保以及
集团E-SBU协同发展等方面
的努力与成效。

响应国家战略，支持实体
经济高质量发展。光大银行的
战略目标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
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战略之中。
围绕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
澳大湾区等区域，通过加大信贷
政策支持、扩大审批权限、建立
绿色通道等一系列方式，强化对

“新基建”领域信贷投放的支持
力度。做好对5G、高端装备等先
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民营
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点
亮普惠金融“星星之火”，为小微

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支持乡村振
兴，助农业、惠农民、兴农村。协
同推进精准扶贫与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
光大速度传递光大温度。截至
2020年12月末，全行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2,012 .51亿元，比
上年末增加458 .55亿元；涉农贷
款余额3,801亿元，比上年末增
加385亿元；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248 . 14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51 .44亿元；公益捐赠额(含抗疫
捐赠)4,532万元。

服务民生事业，全面发力
民生工程。在大财富管理3 . 0
时代，光大银行落实“敏捷、科
技、生态”战略要求，以业务发
展赋能、科技基础建设、科技治
理优化为抓手，加强数字银行
体系建设，构建“金融+生活+
服务”的普惠便民生态系统，更
好地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
之忧。截至2020年12月末，云缴
费累计接入项目10,040项，本
年度服务活跃用户5 . 09亿户，
缴费笔数18 . 65亿笔。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A股
代码601336，H股代码01336)，成立于
1996年9月，总部位于北京市，是一家全
国性专业化的大型寿险企业。

公司已建立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
共设立1767家分支机构，为3320 . 5万名
个人客户及8 . 8万名机构客户提供全面
的寿险产品和服务。以全方位寿险为核
心，拥有包括资产管理、养老保险、健康
科技、电子商务、养老服务等子公司。
2020年新华保险实现总保费1595 . 11亿
元，总资产达10043 . 7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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