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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出生的赵元中，现为苏州市公安局高
新区分局横塘派出所执法办案队副队长。他是审
讯良医，善于总结审讯技巧，寻找案件突破口；他
是数据猎手，研发电算化工具箱，破解数据比对难
题；他是警营诗人，撰写诗词歌赋，弘扬公安工作
正能量。

2016年 8月参加公安工作以来，赵元中先后荣
立个人三等功 1次，荣获个人嘉奖 2次。

创新思路 审讯案件有窍门

“良警审讯如良医用药，病亦变药亦万变。”赵
元中一直认为审讯工作是执法办案民警的基本
功，如何让违法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考验的是民
警的综合能力。作为分局最年轻的一批 90后股职
干部，赵元中在工作中不断总结规律，针对不同的
案情和嫌疑人，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审讯技巧。

2020年 8月，横塘派出所抓获了盗窃工地的嫌
疑人骆某，被盗电脑中存有价值数百万的工地建
筑施工图，图纸一旦遗失将导致工期滞后，造成巨
大损失。嫌疑人骆某有多次盗窃前科，到案后对
犯罪事实拒不交代，审讯工作陷入僵局。赵元中
了解情况后，对现有证据进行细致分析，一方面以
嫌疑人骆某的关系人为审讯突破口，打出情感牌；
另一方面从现有证据出发，捕捉骆某的言语破绽
和逻辑漏洞。经过几番心理攻势，骆某开始动摇，
最终如实交代了作案经过和赃物情况。根据骆某
交代的转卖线索，赵元中第一时间联系了购买人
成功追回涉案电脑，通过数据还原成功找回施工
图纸，工程得以如期开展。

钻研进取 科技强警破难题

赵元中在上学时就对计算机有着浓厚的兴
趣，曾荣获信息学江苏省二等奖，并在大学期间通
过了计算机四级数据库工程师考试。工作之后，
他将信息学知识应用到警务工作中，助力多起案
件侦破工作。

2019年，赵元中被抽调至市局某专案组，该专
案属于特大金融案件，对于海量资金数据的梳理
分析成为案件侦办的关键。然而因涉及资金数据
总量达 20G 且来源广泛，单靠人力梳理远远赶不
上办案进度。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赵元中
充分发挥计算机特长，一有空余时间就扑在电脑
前研究程序算法。经过一系列步骤的反复试验和
漏洞排除，赵元中终于设计开发出了一套以动态
规划算法和深度搜索算法为核心的资金流分析工
具，将大量的同类性数据、庞大的涉案金额写成电
算化程序进行处理，实现了以电脑自动比对代替

人工比对，让原本一个人三周都很难完成的工作压缩至半天即可
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样的电算化工具，赵元中在参加工
作之后已经开发了多件，先后在 30余起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采斐然 诗词歌赋样样精

在江苏警官学院上学时，赵元中便组织创立了国学社，参加工作
之后，他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公安工作实际相结合，创作发表
了《水龙吟·高新公安》《夜的琴语》《藏青的后浪》《我和我的祖国》等
多篇以公安工作为主题的诗歌，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就广受追捧。

2020 年 9 月初，辖区各大高校陆续复学，针对高校通讯网络诈
骗警情高发的情况，赵元中想到以歌曲这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向高
校学生开展反诈骗宣传。于是，他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根据歌曲

《听袁惟仁弹吉他》，围绕常见的诈骗手法、学生的被骗心理，改编
出《校园反诈讲给你听》，经过一周时间的意见征集和反复修改，最
终在大学新生入学前将反诈歌曲创作完成。“这个世界总有人爱耍
诈，同学们都要多注意一下⋯⋯”轻松欢快的音乐，朗朗上口的歌
词，干货满满的内容，使这首歌曲迅速在校园走红，并被人民日报、
中国警察网、人民公安报等各大媒体转发，截至目前，“90后民警创
作校园反诈歌曲”的话题已经有了 350.8万的阅读量。

血脉传承，警魂延续。
在无锡公安队伍中，有这样一

个特殊家庭，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双
警家庭，他们用忠诚书写不同时期
的警察故事，在风风雨雨中无悔执
着警察梦，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
警察的庄严承诺。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
际，记者采访了徐琭玮一家，倾听他
们讲述三代人接力守护、初心不改
的 警 察 故 事 。“ 长 大 后 ，当 一 名 警
察！”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荣巷派
出所民警徐琭玮说，这是他从小就
深植于心的梦想。“我们家是老、中、
青三代双警家庭。”徐琭玮的爷爷、
奶奶退休前在丁山监狱工作，爸爸、
妈妈是宜兴市公安局民警。

2020 年 10 月，徐琭玮与滨湖分
局胡埭派出所民警何嘉婧领证结
婚，组建了第三代双警家庭。

“三代双警家庭，我们有着不用
多说的默契。”徐琭玮言语之中透着
笃定和甜蜜。

2020年春节对徐琭玮有着特殊

的意义，他与当时还是女友的何嘉
婧计划利用春节假期，辗转宜兴、常
州多地向两人的几位长辈拜年。

还没有出发，他接到爸爸徐军
的电话：“正月初三起，全体民警在
岗在位。爸爸、妈妈明天全部到岗
到位，你们不用来了。”徐军在基层
公安一线工作 20 余年，充分理解警
察的职责和使命：“1998 年，想当年
我参加抗洪抢险，那可是几个月没
回过家⋯⋯”

听爸爸回忆完抗洪抢险的战斗
故事，刚挂电话，爷爷徐晓汉电话来
了。“琭琭啊！疫情当前，正是组织需
要你们的关键时刻，我和奶奶都是老
党员、老警察，我们这对老双警完全
理解和支持你们，向婧婧转达我和奶
奶的问候，我这儿你不用来了。想当
年我参加句容地震抢险救灾工作，那
可是多少个日日夜夜没回家⋯⋯”

徐琭玮又被迫重温了一遍爷爷
抢险救灾的故事。“看吧，讲故事的
模式都是一样的，他俩像是提前说
好的。”徐琭玮指了指电话，向何嘉

婧“诉苦”。“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何
嘉婧狠狠戳了下徐琭玮。

“家人鼎力支持，让我们没有后
顾之忧。”徐琭玮、何嘉婧二人备受
鼓舞，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奔赴抗击
疫情的第一线。

“爷爷和爸爸的故事，还真是有
不少。”听着警察故事长大的徐琭
玮，对他俩的过往可谓是如数家珍。

“那个蝴蝶牌立式风扇年纪比
我还大，1985年爷爷买的这台风扇，
一直用到现在，这背后还有个廉洁
故事。”徐琭玮指着这件“老古董”说
道，“上世纪 90 年代，有人想给爷爷
送 空 调 请 托 办 事 ，被 爷 爷 严 词 拒
绝。至今爷爷还吹不惯空调，说吹
着这个风扇最自在。”

爷爷徐晓汉退休前是江苏省丁
山监狱纪委书记，他生活简单朴素，
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也正
是他的严以律己、秉公无私，让清正
廉洁的家风代代相传。

“当警察就要有警察的样子，震
慑宵小，让罪犯胆寒。”爸爸徐军从小

为徐琭玮描绘了警察应有的样子。
2004 年秋天，有群众举报称宜

兴郊区一处私房有人聚众赌博，当
时在治安大队工作的徐军和同事立
即前往查处。为了不引起周边暗哨
察觉，避免打草惊蛇，徐军和 4 名同
事坐车进入中心区域，其他同事则
在外围守候。

私房有两层楼，徐军安排一名
同事守住后门，防止有人逃窜。“砰”
一脚踢开虚掩着的大门，“警察检
查，所有人抱头蹲下，全部靠墙。”徐
军和同事们迅速对私房内的赌客进
行控制。“踢开门才发现，场面之大
出乎意料，楼上楼下赌桌有七八张，
密密麻麻的围着七八十人。”徐军回
忆起当时的场面仍历历在目，“虽然
我们只有四个人，但气势一点都不
弱，震慑住了现场赌客。在增援力
量赶到的十多分钟内，没有一人胆
敢轻举妄动，这就是警察的气场。”

当然，三代双警家庭也有属于
他们的烦恼——

“妈，国庆假期我值班三天，加

班情况尚不掌握，婧婧和我同一天
值班。”“老婆，我值班两天，有个活
动还需要再去工作半天。”⋯⋯

每逢节假日前夕，徐琭玮的妈
妈总会为家里 4 名在职警察的排班
发愁。“全家凑一天团聚，就像做一
道高难度数学排列组合题。”妈妈打
趣道。

三代双警家庭情况：
爷爷：徐晓汉，1941年 7月出生，

15年公安工作经历，17年司法警察工
作经历，江苏省丁山监狱纪委书记；

奶 奶 ：郑 敏 蓉 ，1947 年 7 月 出
生，16 年司法警察工作经历，江苏省
丁山监狱退休；

爸爸：徐军，1969 年 7 月出生，
在宜兴市国家安全局工作 9 年，后
于 2000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宜兴
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兼任宜兴市
公安局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校长；

妈 妈 ：周 腊 梅 ，1971 年 1 月 出
生，1995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宜兴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民警；

孙子：徐琭玮，男，1994 年 11 月
出生，2017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为无
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荣巷派出所民
警；

孙媳：何嘉婧，女，1995年8月出
生，2018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为无锡
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胡埭派出所民警。

侦查专业警校生，“95后”，农村社
区民警，当这几个“标签”同时出现在
一个人身上是一种怎样的“反差萌”？
他就是中国长安网平安英雄榜最年轻
的“平安之星”——建湖县公安局上冈
派出所第七警务区社区民警徐寿明。
扶危济困400人，以爱心温暖一方热土

2017 年，徐寿明刚参加工作便主
动请缨去农村地区从事社区警务工
作。刚来到社区，徐寿明从熟悉户情
开始做起。他负责的警务区下辖三个
村，有 1098 户 3083 名村民，大多是农
村留守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大多外出
务工，逢年过节才会返乡回家。徐寿
明利用一年多的时间，对 1098 户村民
逐一上门走访，了解家庭情况，建立居
民档案，张大爷是孤寡老人、李爹爹家
是 五 保 户 、李 红 艳 父 亲 被 刑 事 处 理
⋯⋯每一家每一户的情况他都烂熟于
心。对于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壮年，徐
寿明则在他们节假日返乡时到社区与
他们见面交流。每次走访下来，他的
微信通讯录也会增添好几个好友，为
了便于联络，他总将手机声音调至最
大，从不关机。

三年来徐寿明先后帮助困难群众
326人次，慰问辖区孤寡老人 53次。就
这样，徐寿明跨过一道道门槛，走进了
群众的心坎。

破获案件 300 余起，以坚守护卫
一方平安

上世纪 70年代出生的陈某是个以
偷为生、屡戒不改的吸毒人员，因重病
缠身难以收监，因无一技之长，便以偷
盗为生。像陈某这种情况的，徐寿明
的辖区里还有十余人。为了保障辖区
群众财产安全，也为了帮助陈某等人，
徐寿明没少找他们谈心，甚至还为他
们找工作操过心，但一直收效甚微。
通过长期接触，徐寿明发现他们大多
数孝敬父母，看重亲情。于是，徐寿明
采用“迂回路线”，对他们的父母隔三
差五嘘寒问暖，逢年过节上门慰问，用
真情实意打动了他们。而这些受照顾
的“重点人”心存感激，主动当起了义
务治安员，成为维护治安、预防事故的

“千里眼”“顺风耳”，多次及时上报辖
区内的违法犯罪线索。

徐寿明办公室的橱窗里摆放了一
架无人机。那是他用第一笔工资购买
的宝贝。本来是用来辅助巡防工作
的，没想到在打击破案也屡建奇功。
2020年 3月，徐寿明针对毒品原植物种
植地点偏僻隐蔽、不易发现等特点，借
助无人机对偏僻地段、居民住宅楼顶、
废弃厂房等部位，进行低空地毯式搜
索巡查。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他在
辖区一处废弃厂房内发现犯罪嫌疑人

张某种植的罂粟 2800余株。
据统计，3年来，徐寿明参与、主办

各类案件 30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00 余人，就这样，他成了个“一心二
用”却又深受群众喜爱的社区民警。

教育引导 11 名未成年人，以热血
守护一方未来

2009 年 11 月，徐寿明在侦办一起
沿街门市盗窃时，发现辖区陈爹爹的
孙子小陈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刚开始
接触时，小陈非常抗拒，并拒绝交流。

“兄弟，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你
可以喊我声哥。”徐寿明这声“兄弟”让
小陈红了眼。原来，小陈父母离异，自
幼随着爷爷奶奶生活，感觉自己读书
无望，便在社会上结交了一些“兄弟”，
还随着他们一起盗窃沿街门市。在这
次坦诚相待后，小陈出乎意料地非常
配合案件办理。徐寿明也为小陈深深
惋惜，在他返回学校后，不但经常与他
谈心，还协调学校老师、村居干部从生
活、学习上时刻关心小陈的成长环境。

小陈的生活回归平静，徐寿明的
心情却久久不能平复。原来自己的一
句话，竟然可以改变一个人。对这些
误入歧途的孩子，我只要多说一句话、
多帮一个忙，说不定就能多改变一个
人的一生。于是，在案件办理过程中，
他总是耐心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地
与他们谈心、吃饭、游戏，以年轻人的
方式与他们共情共鸣，赢得他们的信
任。三年来，徐寿明共教育引导 11 名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无一人走上重
新违法犯罪的道路。

有这样一位民警，从警 10 年来他甘于奉献、
忠贞无私，面对工作他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他热
爱警察事业、钟情侦查工作，历经许许多多的大要
案洗礼，在风风雨雨中从未停歇过打击犯罪的脚
步，他就是灌云县公安局伊山派出所民警曹建华。

自 2011 年参加工作以来，曹建华先后获评全
市公安机关一级社区民警、优秀公务员，并被“嘉
奖”两次。

2020年 5月，伊山派出所以实战需求为导向，
整合优势警力，曹建华也调整到图侦工作一线，他
深知图侦工作需要懂侦查、懂信息化、懂视频建
设、懂管理来组建开展业务，面对新的课题，曹建
华毅然向前，将责任落在肩上。

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他
带领 7名图侦队员加强业务学习，将情报工作、侦
查业务以及视频侦查融合在一起，推陈出新，将合
成作战的作用最大化，积极打造新型的便衣图侦
中队。在他的带领下，2020年 5月以来，先后与处
警侦查队、责任区刑警中队等部门联合抓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 150余人，破获各类侵财案件 50余起，
挽回经济损失约 100 万余元，迅速侦破张某生系
列路边店被盗案、田某旺网络被诈骗案、王某林非
法买卖公文证件印章案等一系列侵财案件。

尽管每天的工作都很繁忙，但曹建华回到所
里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天辖区的发案情况梳理一
遍。2020年 11月，他发现沿街店铺被盗的警情较
以往增多，引起他的警觉。他调取了所有报案材
料，并进行串并分析研判，争分夺秒地挖掘案件线
索。这起案件的“对手”极其狡猾，每次盗窃得手
后都分散逃脱。他克服了街面视频保存时间短、监控死角多等
不利因素，经不懈追查，案件终于有了一些线索。为固定这个团
伙作案证据，曹建华带领 7 名图侦队员梳理线索，开始视频追
查、轮班蹲守。经过 3个昼夜的较量，一举捣毁了这个大肆盗窃
沿街店铺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9名，破获案件 12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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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代 双 警 家 庭 的 接 力 守 护
□本报通讯员 尹 雪 本报记者 达 佶

徐寿明青春力量守护社区平安
□本报通讯员 朱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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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转让方）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受让方） 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 （截止 2020年 11月 30日本息，之后利息也一并转让）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该资产包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各项费用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和受让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并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以及债务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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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转让方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江 苏 紫 金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国 东 方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苏 省 分 公 司

序号 借款人 担保人 （含抵质押人） 货币 贷款本金余额（元） 拖欠利息和费用（元）

1 南京苏里南木业有限公司 南京盈科制木木业有限公司、南京豪森南木业有限公司、徐鑫强、周筱亚、吴斌、吴雪 人民币 614,849.49 及相应利息、费用
2 南京豪森木业有限公司 南京盈科制木木业有限公司、南京苏里南木业有限公司、徐鑫强、周筱亚、吴斌、吴雪 人民币 2,992,037.96 及相应利息、费用
3 南京盈科制木木业有限公司 南京苏里南木业有限公司、南京豪森南木业有限公司、徐鑫强、周筱亚、吴斌、吴雪 人民币 4,831,934.13 及相应利息、费用
4 江苏舟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格澜云天娱乐实业有限公司；戚源；帅建宁 人民币 4,862,599.71 及相应利息、费用
5 江苏元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陈庆辉、钱捷；抵押人：江苏元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大江路 2号房产 人民币 22,351,370.05 及相应利息、费用
6 江苏苏神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恒源特种干粉制造有限公司、南京二热燃料有限公司、闵桂芳、景亚斌 人民币 4,770,294.19 及相应利息、费用
7 南京天鑫混凝土工程有限公司 张金囡、袁帅 人民币 9,050,641.67 及相应利息、费用
8 南京锦硕旅游客运有限公司 南京文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陈锦川、李瑞华、刘文斌、刘文高、李黎松、王贝贝 人民币 4,897,186.96 及相应利息、费用
9 南京拓鹰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上强贸易有限公司、李兴华、黄卫宁、向前 人民币 1,873,323.92 及相应利息、费用
10 南京斯凯汀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雅桂乐百货贸易有限公司、朱锦松、骆雪娟、高宏兵、邓丽君、陈金勇、张小云 人民币 1,129,743.15 及相应利息、费用
11 江苏一通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恒源特种干粉制造有限公司、江苏晋润电力能源有限公司、汪玉桥、曹培红、卜扬、汪玉雯、景亚斌、笪辛敏、闵桂芳 人民币 4,498,138.82 及相应利息、费用
12 江苏极东特装车有限公司 江苏新义嘉进出口有限公司、刘颖、耿其专、张加荣、耿静生、刘庆玲 人民币 6,853,69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4,210,124.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4,895,493.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3,916,394.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13 江苏极东机械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极东特装车有限公司、耿其专、张加荣、耿静生、刘庆玲 人民币 2,915,834.97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937,296.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937,296.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937,296.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7,832,789.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14 南京澳恩维乐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瑞珉和建材有限公司、李超、汤培松、李彦君、傅建民、盛珏、李本冲、南京雅坤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人民币 2,998,900.57 及相应利息、费用
15 南京盛永昌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新东华贸易有限公司、南京鼎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赵翠英、柳春霞、王玉华、王玉琴、王金明 人民币 2,219,150.45 及相应利息、费用
16 南京红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南京国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江苏永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朱杰、陈俊、刘静、朱静婷、汪洁 人民币 3,635,687.86 及相应利息、费用
17 南京隆凯商贸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二热燃料有限公司、江苏宁晋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南京亿旺盛工贸有限公司、江苏晋润电力能源有限公司、钱红仙、闵桂芳、闵国志 人民币 1,503,238.6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687,834.94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213,654.17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213,256.94 及相应利息、费用

18 江苏新雅歌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天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凯峰、吕理革 人民币 3,3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19 江苏蓝海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南京三盟投资有限公司、黄美玲、曾策，抵押物为朱睿、戚玉楼名下位于嵩山路 127号中海丽舍东苑 13幢 4单元 1007室房屋 人民币 3,0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20 南京黑金物资有限公司 江苏天翼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南京泓润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杨洲、顾莹丽、刘旭、阮家琪、陈元、孙磊 人民币 2,468,234.26 及相应利息、费用
21 南京中鼎摩托车制动器厂 娄涛、张春林 人民币 7,785,393.50 及相应利息、费用
22 南京市玄武区伊春家具厂 南京光银家具有限公司、吕蓉平、李仁考、胡田英 人民币 3,501,450.39 及相应利息、费用
23 江苏宝信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领恒科技有限公司、范周卫、范周洪、陈陆正、郑海燕 人民币 3,610,383.30 及相应利息、费用
24 南京宏盛毛毡制品有限公司 南京金达鹏纸业有限公司、郝俊元、赵恒紫、郑建平、郑宁鹏 人民币 4,0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25 南京旺涛商贸有限公司 南京科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顾立高、符军 人民币 4,0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26 南京华标钢结构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砖墙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程花宝、马开香 人民币 1,244,236.17 及相应利息、费用
27 南京鸿海融天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捷普建材有限公司、林建军、游南、林国和、林凡、吴赛花 人民币 1,148,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28 南京王者之风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翔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南京上强贸易有限公司、李兴华、董明先、李尊纪 人民币 4,899,991.34 及相应利息、费用
29 南京铭盛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聚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南京中鑫富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唐梦林、刘一鸣、梁星刚、孙红山、李卫东 人民币 2,972,729.2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0 南京今扬凌工贸有限公司 南京中磊润滑油有限公司、南京清美新能源有限公司、南京宏宇无纺制品厂温周礼、王树玲、郁萍、温春义、潘朝福、潘朝庭、叶敏、李文忠、南京鑫义升建材有限公司 人民币 2,998,483.67 及相应利息、费用
31 南京弘盛木业有限公司 南京格林家居工程有限公司、王锦堂、吴君 人民币 4,127,989.71 及相应利息、费用

江苏高科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王锦堂、吴君 人民币 4,9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2 南京诺宝家居工程有限公司 人民币 1,109,055.77 及相应利息、费用
33 南京科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建泰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符军、吕余萍、朱正建、朱兵、符春玲 人民币 2,185,649.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4 南京建基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玉带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朱兵、符春玲、朱文、周平 人民币 3,369,550.50 及相应利息、费用

南京宝辉仓储有限公司、朱正建、朱兵、符春玲、朱文、周平、符军、吕余萍 人民币 2,7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南京科隆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南京玉带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朱兵、符春玲、朱文、周平、符军、吕余萍 人民币 5,0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5 江苏大江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珂莱蔓传媒有限公司、江苏鑫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余娟、胡孟群、苏睿、陶小龙、钱秀琴、戴亚强、张安 人民币 2,067,782.17 及相应利息、费用
36 江苏全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聚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全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葛念 人民币 4,95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7 南京晓春户外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南京同翀冶金炉料有限公司、程书平、刘阳、陈磊 人民币 3,0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8 南京东方怡华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元基空气制冷技术有限公司、孔雪梅、张维维、史克芬、刘近岭 人民币 3,6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39 南京天品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鑫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江苏力帕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3,762,618.67 及相应利息、费用
40 南京鑫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江苏力帕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天品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李文斌 人民币 3,728,998.91 及相应利息、费用
41 江苏力帕特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天品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南京鑫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张兵、徐党兰、曹志国 人民币 3,764,092.04 及相应利息、费用
42 江苏万海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豪仕源建筑工程配套有限公司、蒋路、吴林源、王钰、章锐、王长款、阮国保 人民币 2,653,844.72 及相应利息、费用
43 南京勋安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宝铁物流有限公司、南京玉带金属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沈子豪、朱兵、符春玲、朱文、周平 人民币 372,751.77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2,554,717.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44 南京源之瑞玩具辅料有限公司 南京盛永昌贸易有限公司、张菊、赵翠英 人民币 2,178,278.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45 南京瑞霖印务有限公司 南京盛好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南京博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左康燕、沈晓静、王玉华、徐波、王玉萍 人民币 2,987,984.83 及相应利息、费用
46 南京丰创广告有限公司 南京鼎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孙广、王秀园、柳春霞、王玉华、王金明、江苏新东华贸易有限公司 人民币 3,187,290.52 及相应利息、费用
47 南京隆煌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中力建材集团有限公司、魏元发、郭鸿伟、王妮妮 人民币 4,714,613.31 及相应利息、费用
48 南京纳宏建材有限公司 南京湄港物资有限公司、郭洪文、谢秀珠、郭丽萍、潘国富 （潘国仁） 人民币 4,756,155.79 及相应利息、费用
49 南京先铭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浩云物资有限公司、冯健、肖伟、屠成骏、徐世标、薛红武 人民币 4,298,581.97 及相应利息、费用
50 南京新港润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弘安新能源有限公司、吴宏、薛晶晶、樊军翔、谭偲佳、周教鑫、步日件 人民币 4,751,320.37 及相应利息、费用
51 南京溢嘉运输有限公司 南京万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双廷工贸有限公司、沈海峰、胡钲雨、耿忠 人民币 2,172,339.96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1,2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人民币 48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2 江苏佰鸿巨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海航船务有限公司、黄顺红、王添、樊军翔、王磊 人民币 4,0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3 南京悦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成嘉生商贸有限公司、陈娟、李晓兴、唐张飞、万中华、陆波、咸明勇 人民币 2,900,000.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4 南京夲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钊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朱兵、符春玲、李慧、葛春斌 人民币 2,108,773.28 及相应利息、费用
55 南京东来金属薄板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钊洋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李子成、葛春斌、朱兵、符春玲 人民币 4,888,857.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6 南京德尊酒业有限公司 南京商云商贸有限公司、韩乃军、周新红、朱兵、符春玲 人民币 3,675,245.9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7 南京禾力清能电气有限公司 董莉、南京万润冷弯型钢有限责任公司、董静、江苏茂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胡兆成、胡钲雨 人民币 2,984,235.45 及相应利息、费用

江苏茂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典佰商贸有限公司、董静、陈英、董莉 人民币 1,908,102.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8 南京业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强源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郁俊风、杨志翔 人民币 2,978,851.00 及相应利息、费用
59 南京盛旭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诚正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南京豪友商贸有限公司、薛良波、张新荣、陶传发 人民币 3,195,531.56 及相应利息、费用
60 南京坤特建材有限公司 南京成安混凝土有限公司、刘志发、阎歆梅 人民币 743,188.57 及相应利息、费用
合计 人民币 277,665,358.15

受让方联系地址：南京市洪武路 29号；联系人：王先生、李先生，联系电话：025-58305822、025-58305805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2021年 1 月 13 日 2021 年 1 月 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