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郁鑫鹏 实习生 胡若邻

不少 40岁以上的南昌市民应该有这
样的青春记忆，在他们读书时，学校运动
会总是在省体育场内举行。

7月29日，记者从省体育局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 8 月 8 日全民健身
日来临之际，占地 40 余亩，有着 50 多年
历史，见证江西体育事业发展，承载了几
代南昌市民健身记忆的省体育场，在投
入 4000 多万元体彩公益金，历经 15 个月
的维修改造和功能提升之后，悄然变身
为集健身休闲、体育培训、赛事活动、VR
体验、健身指导等于一体的全民健身综
合体——省体彩健身场，成为南昌市民开
展全民健身的又一个好去处，并将于 8月
3日正式对外开放。

特点更鲜明：瞄准全民健身

从南昌市福州路走进省体育局机关
大院，在毗邻江西省体育学校的位置，就
是省体彩健身场。因为离正式对外开放
还有几天时间，省体彩健身场的场内场
外有些建设工程尚在扫尾中。据省体育
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刘钢介绍，省体彩
健身场建有一条 400 米长的红色塑胶跑
道、1 个 11 人制的天然草坪足球场，还建
设了 1 个广场舞场地、1 个门球场、2 个篮
球场、2 个五人制笼式足球场、3 个气排
球场、2 个乒乓球场地，可以同时开展田
径、足球、广场舞、门球、篮球、气排球、乒
乓球等项目。

“与其前身省体育场相比，省体彩健
身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刘钢边走边向
记者介绍道。首先是功能定位发生了转
变，从过去定位于训练比赛到现在瞄准全
民健身。省体育场主要功能是保障省运
动队训练备战，以及举办田径运动会。省
体彩健身场明确定位用于全民健身，坚持
公益惠民，面向全社会开放，为群众就近、
就便健身提供更多更好的条件。场地类
型增加，从过去的两类设施增加到现在的
八类设施。省体育场只有一个 400 米标
准跑道和标准足球场，只能同时满足 2个
项目的训练或比赛。省体彩健身场新增
了 6 类场地，可以同时开展 8 个项目的全
民健身活动及赛事。

“平时跑 3公里你可能觉得不会特别
累，但是在 VR 环境中，按照科学训练的
节奏，跑 3 公里一定不会轻松。”江西省
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西得道体
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红斌告诉记
者。省体彩健身场的功能分区更为科

学，省体育局将之打造成集健身休闲、体

育培训、赛事活动、VR体验、健身指导等

于一体的全民健身综合体。记者了解

到，在功能分区上，省体彩健身场的场地

全部用于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场外

看台则以南北中轴线为界，西边看台下

有 53 个附属用房用于开展体质监测、体

育用品展示以及提供全民健身相关便民

服务等，而东边看台下 59 个附属用房作

为省级单项体育协会的场地，以培育、发

展、壮大各省级体育协会，充分发挥他们

在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专业指

导服务等方面的龙头示范作用。“既体现

开放亲民，又是南昌市中心城区的一个

充满历史回忆与体育文化的时尚休闲生

活新地标。”省体育局宣教法规处处长钟

进华介绍。

首秀亮点多：可健身可体验VR

8 月 8 日是国家第 11 个“全民健身

日”。省体彩健身场将结合“全民健身日”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动。

8 月 8 日当天，将举行 2019 年全国

“全民健身日”活动江西省分会场暨江西

省体彩健身场系列全民健身活动启动仪

式，有健身气功、第九套广播体操、啦啦

操、太极拳集体展演等活动内容。8 月 3
日至 8 月 7 日（每日 19∶00-21∶30），开展

全国青少年体育夏令营（南昌站）公益培

训活动，设置足球、篮球、乒乓球、平衡

车、武术、田径等 6 个项目的培训班，面

向社会招募暑期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公

益性培训。8 月 8 日至 8 月 11 日（每日

19∶00-21∶30），设置 5 人制足球、气排

球、3V3 篮球、乒乓球、门球等五项群众

性赛事，赛事不收取任何费用。8 月 3
日至 8月 4日、8月 8日、8月 10日至 8月

11日，市民在这三个时间段可前往省体

彩健身场免费体验 VR 体育项目设施

设备，感受“体育+科技”的独特魅力。

另外，将围绕“健康中国 你我同行”的

主题，结合“健康中国行动”主题推进活

动，组织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全民健身摄

影展、科学健身知识宣传展、体育场馆免

费开放等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体育活

动，真正把全民健身日办成体育的盛会、

群众的节日。

注重公益性：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目标是让省体彩健身场变成省级

体育协会的聚集地、体育赛事的集散地、

专业体育培训的展示区，打造成智能化

体育健身综合体的示范基地。”沈红斌介

绍道。

省体彩健身场的运营管理将更专业，

将融入智能管理理念，秉承便民惠民的原

则，在保证公益性、惠民性的同时，增强运

营能力，提高运营效益，实现体彩健身广

场的良性发展。记者了解到，开放之后，

省体彩健身场每周一至周五（除闭馆），19
时之前，所有场馆对健身市民免费开放。

市民只需要在得道手机 APP 预约就可以

在这里免费健身。此外，省体彩健身场

内，将持续举办各种公益培训班活动，以

低于市场价向小朋友开放，培养孩子们锻

炼的习惯。

好的场馆需要好的赛事来进行展示，

省体彩健身广场将联合各省级体育协会

和得道体育APP，进行智能化报名甚至赛

程编排，降低办赛成本。打造全民健身的

赛事生态圈，将省体彩健身场打造成一个

全民健身赛事集散地。通过市场化运营

和招商，让赛事的参与者达到低成本或零

成本参赛，提高市民对全民健身运动的参

与积极性。

省体彩健身场的诞生，对全省体育

场馆维修改造，甚至新建场馆，提供了样

本和标杆，将推动全省更多老旧体育场

馆升级改造，有效破解群众健身去哪里

的难题。

（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省体彩健身场本周六正式开放

不同人种皮肤变老模式有差异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抗衰老是爱美人士的永恒话

题。一项美国最新研究发现，不同人种的皮肤变老的特
点不一样，要想保持年轻面貌需根据自身情况“量身定
制”抗老配方。

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以1970年到2018年
发表的 41篇相关论文为基础，分析了美国不同人种皮肤
老化过程中的结构和功能变化差异。

这篇发表在最新一期国际期刊《皮肤医学临床》上的
论文显示，深色皮肤人种更容易产生色素沉着。非洲裔
人群皮肤中含有更多成纤维细胞，这种细胞可以促进伤
口愈合，产生胶原蛋白，因此他们皮肤增厚、出现皱纹的
时间会更晚。东亚裔人群与西班牙裔人群类似，在皮肤
变老的早期阶段不容易产生皱纹。高加索裔人群普遍皮
肤比较薄，容易产生皱纹、失去弹性，嘴唇也容易变薄。

论文中说，所有人种皮肤衰老都逃不过色素沉着、皱
纹和皮肤失去弹性这三大特点，然而促使皮肤变老的一
个共同因素是暴露在阳光中的紫外线下，这会导致皮肤
变色、胶原蛋白流失甚至皮肤癌。

研究人员说，每个人皮肤变老的模式都不一样，一个
“通用”抗衰老手段就是做好防晒，其他“驻颜”方法包括
用抗氧化剂、激光等来治疗色素沉着，用肉毒杆菌、软组
织填充等来抗皱、改善皮肤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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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摔跤手二青会勇摘四金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 实习生顾葳、胡若邻）随着

7月28日鹰潭小将黄附辉、南昌小伙文浩宇分别摘得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古典式摔跤俱乐部组 67公斤
级、97公斤级的桂冠，我省摔跤队在二青会上已获金
牌的数量增至4枚，较好地完成了二青会阶段性任务。

二青会摔跤决赛阶段的赛事自 7 月 20 日起在山
西打响。通过前期预赛，江西共有38名摔跤运动员晋
级决赛阶段的比赛，其中包括7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
男子自由式摔跤12名摔跤手，7月23日至25日举行的
女子自由式摔跤 11 名江西姑娘，以及 7 月 26 日至 28
日举行的男子古典式摔跤15名江西健儿。7月24日，
在女子自由式摔跤体校甲组72公斤级的决赛中，来自
景德镇的程水燕以6∶3轻松战胜南京体校的赵秦夺得
冠军，这是江西摔跤运动员在青运会上取得的第一枚
金牌，实现了青运会江西摔跤金牌零的突破。7月 26
日，来自宜丰县的 17岁小将陈文杰，在二青会男子古
典式摔跤60公斤级项目决赛中，以4∶2战胜河北邯郸
选手常雪峰，为江西体育代表团锦上添花。

7 月 28 日是二青会古典式摔跤的收官日。黄附
辉是俱乐部组67公斤级预赛阶段的冠军，在预赛中表
现出强大的实力。此番山西决赛，他面对北京队的王
立人，赢得并不轻松，最终比分是 1∶0，微弱优势获
胜。“黄附辉遇到了我们教练组预见的种种困难，好在
他严格执行了教练组的部署，全力以赴，顽强拼搏，才
艰难地拿下对手。”江西省古典式摔跤队教练员黎淑
金说。相比黄附辉，同样是俱乐部组97公斤级预赛阶
段冠军的文浩宇，在决赛中面对对手时，充分发挥出
自己力量大、能力强的特点，最后以 12∶4大比分轻松
拿下整场比赛，赢得胜利。

二青会将于 8 月 8 日在山西太原开幕，江西体育
代表团的金牌目标为20枚，目前我省运动健儿已经取
得17枚金牌。

崭新的塑胶跑道。

笼式足球场笼式足球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行（含辖所各分支行）等原债权人对以下各债务人享有的下述债
权，已依法转让给了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江西分公司”）。债权
转让后，以下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至今尚未向中国华融江西分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中国华融江西分公司作为债权人，特对以下各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公告催收。请以下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担
保金额以其实际所担保的金额为准）尽快向中国华融江西分公司履行偿还债权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等付款
义务。以下所列债权本金余额是指截止2019年7月30日尚未归还的本金余额，利息、违约金等其他应付款项

以债务人及担保人与原债权人签署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相关合同约定的计算标准为准。联系电话：
0791-86648951 86648948；传真：0791-86649000；通信地址：南昌市铁街2号；邮政编码：330008；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19年7月30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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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权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樟树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犹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贡江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西市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西市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州市玉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康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虔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会昌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黎川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城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金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东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县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新支行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赣州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债务人
丰城市鑫琪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瑞泰铜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裕丰米业有限公司
江西閤皂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宜万佳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赣州百顺竹业有限公司
大余县东升钼酸有限公司
赣州成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赣州虔发保健品有限公司
赣州龙飞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新泰昇炭业科技有限公司
景德镇中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尚美陶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江西康安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华夏电源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隆和陶瓷有限公司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宜
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省丰城中学
江西皇都家具实业有限公司
宁都县晶晶矿业有限公司
江西金盛实业有限公司
赣州东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赣州联创管业发展有限公司
安远县永联印刷有限公司
会昌县桃花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大余县欣荣钨业有限公司
大余安奕工贸有限公司
崇义县营兴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崇义县阳星矿业有限公司

瑞金市瑞旭木业有限公司

江西蓝欣啤酒有限公司

江西天悦纺织有限公司
南丰县振丰包装有限公司
江西荣川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江西昌衡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丰电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国电丰城鼎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江西动球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霏欧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伟鹏陶瓷有限公司
宜丰县扬星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通用硅太阳能电力（南昌）有限公司
赣州市友顺稀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瑞金红都兴投资有限公司

赣州惠荣建材贸易有限公司

赣州菊隆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霏欧凰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快乐园（江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高安世纪腾辉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明月山天然食品有限公司
于都县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阿华服饰有限公司

担保人
江西鑫琪铜业有限公司、何玲燕、黄超
江西鑫琪铜业有限公司、何鹏辉、熊早霞
罗小保、龚顺英、徐兵、罗娟、酆军辉、徐慧芳
江西閤皂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卢超英、潘建国、牛新伟、闾铭之
江西宜万佳有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叶金连、刘美德、郭万欢
刘召春、梁玲玲、黄家兰、洪水东
大余县东升矿业有限公司、大余县金达钼业有限公司、谭运全、李京
李伟、郭志晖、李祖涛、谢碧珠
钟明路、李红霞、钟明远
温晓欢、徐继炎、江西省邦丹实业有限公司
李永彬、黄女贞、李永峰、黄满香、江西省泰昇炭业有限公司
陈华、胡敏
白平安、涂滟
李才旺、李华你、吴祥华、陈海仙
华夏电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夏置业有限公司、黄一鸣、上虞南都有色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白平安、涂滟

宜春市城市投资开发建设总公司

郭延安、叶素英、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西福泽教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张祖平、赵高玉、邱国龙、刘梅兰、方业豪、朱贤芳
张三保、宁清华
赣州市金瑞贸易有限公司、杨桔沅、曾环英、杨桔林、杨姬
郭金保、赵艳、胡芸、赖巧燕、施宁
王定金、王美荣、袁永祥、赣州市海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赣州市五洲纸业有限公司、赣州永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赖永义、黄永香
曾伟青、蔡美清、黄明生、欧阳英
大余县金达钼业有限公司、肖仕贵、周细妹、肖仕平、蓝希桥、赖荣富、钟学英
张轩语、朱麒蓉、刘庆斌、赵海英、叶发、卢蓉花、邓金生、王际英
赖弥新、林辛连
谢纲旺、谢纲胜、郭发珠、郭冬梅、曾玉华、肖淑清、谢纪堂、廖海明、谢葆瑛、谢桂英、陈勇、吴春香、陈宗仁
潘心华（因病于2013年去世，其户口已注销）、张进生、虞新
珠（担保时系张进生配偶）、林旭武、黄杏青
曾小霞、付琴刚、付政恺、谌常德、季英、倪于平、赵智慧、傅瑶、
胡国祥、黄逢泉、曾小霞（两个曾小霞为两个同名自然人）
方小锋、李淑喜、南丰县天意印染有限公司
邱明俊、廖九英
吴菁、王剑、尧晓芬
车娟、郭宏宾、郭一帆
江西福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西泽元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顾玉兴、钱桂英、国电丰城鼎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罗德华、熊新花、罗宇、丰城市宏源铜业有限公司
钟福华、刘雪方
熊鹏、喻丽华、罗长生、兰小冬、张国新、熊金花
江西中宏实业有限公司、周丽华、赵炳辉、李丽、赵斌
江西通用硅材料有限公司、欧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钟建春、罗靖
钟小东、刘东芳
定南县旺家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赣州景荣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钟家林、彭景英、韩淑娟、彭福林、彭景荣
赣州盛源农业贸易有限公司、谢瑞鸿、蓝跃红；孙景文、张墨
钟福华、刘雪方
快乐园（江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申荣显(注:曾用名“许荣显、戴建筑”)
熊建胜、杨春兰
李文龙、陶晓天、刘晨路、吴燕、黄福牙、龙玉兰、邹正秀、李晓客
黄石峰、杨甜
龚循根、袁爱明、龚剑南、龚剑刚

债权本金余额
2,984,544.00
19,698,845.86
17,797,633.59
37,994,969.50
9,796,819.72
9,500,000.00
14,998,000.00
9,437,699.99
8,463,970.66
7,326,450.03
6,989,000.00
8,850,000.00
4,499,999.98
27,999,995.00
34,413,809.48
8,000,000.00

6,030,609.80

5,330,628.02
15,775,085.53
3,000,000.00
16,795,272.29
5,702,876.67
4,420,000.00
4,403,990.55
1,400,000.00
12,849,673.75
5,960,000.00
6,769,120.44
4,895,857.89

6,999,999.18

14,898,165.22

14,508,600.00
2,600,000.00
3,430,639.21
14,000,000.00
28,395,854.48
8,500,000.00
4,000,000.00
29,997,500.00
20,000,000.00
29,957,700.00
3,000,000.00
26,982,900.00
48,457,878.97

16,990,000.00

15,109,900.00
5,000,000.00
7,800,000.00
18,000,000.00
4,000,000.00
6,999,846.44
8,999,806.60

序号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原债权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饶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饶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饶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饶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昌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余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崇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吉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高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奉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都司前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苏圃
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昌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贤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都大道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山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春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三清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鄱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信州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弋阳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峰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鹰潭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余新钢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溪市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安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井冈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场支行

债务人
江西樟丰化工有限公司
江西省星虹燃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泽豪港务有限公司
玉山县青峰林场
上饶市传世贸易有限公司
进贤县太平洋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恒辉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恒达利陶瓷建材有限公司
大余县森本新材料有限公司
大余县金达钼业有限公司
大余县顺发钼业有限公司
赣州鑫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都县素芳斋食品有限公司
宁都琳芳建材有限公司

江西宁都世纪种业有限公司

江西省贵竹发展有限公司
崇义县亿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金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吉安市博金大酒店有限公司
江西和发陶瓷有限公司
江西大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九江清源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九江申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物抵债资产债权）
江西省三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鑫昌环保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南昌九德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琪方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炜伦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市隆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昌市陆川大米有限公司
南昌县汉丰祥米业有限公司
江西潭林粮油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隆顺米业有限公司
江西富源贸易有限公司
江西龙能商贸有限公司
江西铭翔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联威新能源有限公司
上饶县飞达精密光学有限公司
上饶市草根家纺有限公司

弋阳县赣宏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弋阳县好乐惠投资商贸有限公司
上饶市江葛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弋阳县鹿富物流有限公司
横峰县泽云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江西鼎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鹰潭弘能管材有限公司
新余豪誉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松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吉安市恒威实业有限公司
井冈山市远健鞋业有限公司
景德镇市逸品人间瓷画有限公司

担保人
李水、谢秋霞、邝贵宾、汤芳华、陶明、谭玲、付新华、黄丽
戴美贵、邓双琴、万良山、万凯、江海敏、蔡文红、蔡文刚、邓林
方向飞、张莉、方齐国、杨金莲、方向红、张知海、何宜伟、陈力、洪勤、马光辉
江西深海实业有限公司、邵世发、张炉英、邵奕炘
郑有金、钱林花、陈智恒、郑亮、郑明生、郑华林、黄荷香、赖善忠、李亚辉、周桃仙、吴水忠、余奀仙
江西省桂都投资有限公司、桂超、桂骏、桂军林、黄九金、黄同秀、桂兵华
涂银辉、阎娴娟、王春生、涂丽平
晋江恒达陶瓷有限公司、林琦、黄美言、黄家洞、黄华丽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刘乐平、钟雪梅
肖仕贵、周细妹、肖仕平、蓝希桥
肖仕贵、周细妹、肖仕平、蓝希桥
曾凡斌、谢秀华
郭学生、曾冬英
雷琳芳、孔德平、张保、杨新华
苏社生、李诒兰、苏兰英、黄汉顺、苏兰秀、吴桂生、曾衍钦、
赖恒翠；黄春梅、丁俊、刘艳梅、苏敬华、邹英、陈千威
熊振华、易兰、熊晓洪、刘才莲、熊晓晶、赖正萍
刘焕春、张梅花
李小勇、高惠珍、孔永忠
易长斌、周淑清
谢德祥、张菊花、罗金龙、陈晓静、谢锦媛
孙华华、倪金珠

九江申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西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南昌化工农资大市场有限公司、张波、甘萍、陈甦、冯雷、郭小妹
南昌化工农资大市场有限公司、张斌、万永忠
弋阳县赣宏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赣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全南
县赣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勇生、侯三香、张康生、叶菊莲
江西庐山山南温泉渡假有限公司、蔡亮明、冷静、张永方
江西梓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省鸿奔实业有限公司、饶平辉、胡翠连、李万财、赵兰英
陆云、邹明珠
徐山水、杨惠香
万国平、黄顺香
章国泉、邹丽平、章国明、傅小难
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成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辜金花、胡江、舒润兰
田刚、陈晓滨
江西联威新能源有限公司、铜陵市金保罗实业有限公司、何声顺
江西欣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李德明、章水琴
江西省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雷加艳、盛勇、盛政权
江西宏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赣宏置业有限公
司、徐兵、杨昌华、郑爱珍、张永洪、沈佳昭、张康生、叶菊莲
毛勇强、吕小琴
肖克华、张传琴、阮波、应亚芬、章永刚、张平、江星华、吴春生、吴冬生、吴金水、吴小燕、汪莉
郑巍、郑莉、胡成勇、叶小英、黄越
上饶市泽云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周小青、周华明、肖剑、宣爱兰、邱新水
江西索密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陈匡伟、郑惠青
鹰潭弘能管材有限公司、金洪锋、王聪亚
虞丕杰、刘金美、虞俏倩、李文辉、江西江锂科技有限公司、云南云镍科技有限公司
鹰潭市亚美贸易有限公司、鹰潭市泽瑞贸易有限公司、漆国荣、刘荣妹、汪文胜、
李祥琴、王铁华、赖海燕、左冬生、周跃琴、江弘、吴建琴、黄方庆、江波、彭丽华
盛小平、盛珍英、吉安市正兴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刘强、许彩云、刘连根、罗永香
刘道善、方小丽、罗英桂、方韬

债权本金余额
39,993,210.36
1,769,099.46
9,999,960.25
2,109,944.23
4,999,062.07
29,826,688.40
24,499,941.01
10,000,000.00
27,800,000.00
2,800,000.00
2,750,000.00
3,951,452.15
1,900,000.00
3,999,000.00

3,837,541.76

19,920,702.49
5,116,393.41
9,700,000.00
19,548,767.90
17,997,334.62
9,400,000.00

3,181,399.99

11,992,257.41
11,874,423.39

13,468,985.41

13,000,000.00
25,570,192.49
14,983,434.66
15,898,570.36
9,960,292.40
13,199,348.95
10,687,452.86
25,939,344.95
19,994,998.46
11,933,796.88
68,113,883.16
22,998,106.14
6,799,952.83

14,399,997.44

11,998,412.19
9,200,000.00
13,270,000.00
5,521,981.00
13,699,990.00
23,000,000.00
14,560,000.00

0.00

7,417,925.47
10,000,000.00
7,498,033.60

注：第99户南昌松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金为零，利息为16,306,450.00元。

传统田径场变身全民健身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