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资产转让明细表
截至日期：2020年5月31日 单位：元

序号 县区 债务人名称 债权本金余额 债权形态 备注
1 安定区 定西市安定区凤城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7,435,000.00 可疑

2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闫吴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50,000.00 可疑

3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阳洼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4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袁家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00,000.00 可疑

5 临洮县 临洮县单家山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940,000.00 可疑

6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790,000.00 可疑

7 临洮县 临洮县红窑村富民专业合作社 320,000.00 可疑

8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王家咀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350,000.00 可疑

9 临洮县 临洮县兴荣村富民专业合作社 1,080,000.00 可疑

10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东街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0 可疑

11 临洮县 临洮县老庄村富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12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边家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50,000.00 可疑

13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北关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00,000.00 可疑

14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岚观坪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490,000.00 可疑

15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黎家山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850,000.00 可疑

16 临洮县 临洮县连儿湾乡花麻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00,000.00 可疑

17 临洮县 临洮县连儿湾乡潘家岔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300,000.00 可疑

18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50,000.00 可疑

19 临洮县 临洮县花儿岔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630,000.00 可疑

20 临洮县 临洮县王西湾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450,000.00 可疑

21 临洮县 临洮县连儿湾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22 临洮县 临洮县连儿湾乡羊嘶川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00,000.00 可疑

23 临洮县 临洮县黄家川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350,000.00 可疑

24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丁家山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25 临洮县 临洮县翻山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450,000.00 可疑

26 临洮县 临洮县北大坪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350,000.00 可疑

27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五里铺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66,000.00 可疑

28 临洮县 临洮县平线岭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29 临洮县 临洮县长城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30 临洮县 临洮县四十铺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250,000.00 可疑

31 临洮县 临洮县黑石湾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32 临洮县 临洮县上营乡包家山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450,000.00 可疑

33 临洮县 临洮县大坊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34 临洮县 临洮县上营乡黎明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35 临洮县 临洮县上营乡窑坡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200,000.00 可疑

36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英武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790,000.00 可疑

37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安川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500,000.00 可疑

38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光明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900,000.00 可疑

39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卧龙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600,000.00 可疑

40 临洮县 临洮县南屏镇三甲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350,000.00 可疑

41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瑞新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42 临洮县 临洮县大湾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 可疑

43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裴家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300,000.00 可疑

44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上滩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600,000.00 可疑

45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祁家沟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00,000.00 可疑

46 临洮县 临洮县百花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40,000.00 可疑

47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上杜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48 临洮县 临洮县新尧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90,000.00 可疑

49 临洮县 临洮县抗日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830,000.00 可疑

50 临洮县 临洮县红庄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50,000.00 可疑

51 临洮县 临洮县杨家山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000,000.00 可疑

52 临洮县 临洮县刘家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800,000.00 可疑

53 临洮县 临洮县衙下集镇联合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0 可疑

54 临洮县 临洮县红旗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00 可疑

55 临洮县 临洮县上营乡瓦窑滩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400,000.00 可疑

56 临洮县 临洮县老地沟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30,000.00 可疑

57 临洮县 临洮县洮阳镇杨家店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450,000.00 可疑

58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雷赵钱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59 临洮县 临洮县广丰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40,000.00 可疑

60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小营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00,000.00 可疑

61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桑南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00,000.00 可疑

62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大咀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0,000.00 可疑



63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大山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60,000.00 可疑

64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杨柳庙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65 临洮县 临洮县下街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50,000.00 可疑

66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苟家坪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67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党家墩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0,000.00 可疑

68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凡家岭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90,000.00 可疑

69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上王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50,000.00 可疑

70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陆家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60,000.00 可疑

71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马家岔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72 临洮县 临洮县漫洼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50,000.00 可疑

73 临洮县 临洮县羊圈沟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74 临洮县 临洮县峡口镇峡口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70,000.00 可疑

75 临洮县 临洮县衙下集镇紫松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76 临洮县 临洮县下何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65,000.00 可疑

77 临洮县 临洮县衙下集镇赵家集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66,320.00 可疑

78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宋家沟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340,000.00 可疑

79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下杜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80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朱家坪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431,000.00 可疑

81 临洮县 临洮县潘家庄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82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大营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852,700.00 可疑

83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番寺坪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84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石家坡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10,000.00 可疑

85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白塔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440,000.00 可疑

86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店子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87 临洮县 临洮县簸箕台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88 临洮县 临洮县徐家铺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89 临洮县 临洮县阳坡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840,000.00 可疑

90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中营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80,000.00 可疑

91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南丰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480,000.00 可疑

92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里头沟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93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辛店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94 临洮县 临洮县新添镇上街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38,000.00 可疑

95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白李袁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50,000.00 可疑

96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康家崖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00,000.00 可疑

97 临洮县 临洮县衙下集镇寺洼山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700,000.00 可疑

98 临洮县 临洮县中铺镇马家山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50,000.00 可疑

99 临洮县 临洮县中铺镇康家沟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680.00 可疑

100 临洮县 临洮县上营乡赵家台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950,000.00 可疑

101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宋家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102 临洮县 临洮县墩子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00,000.00 可疑

103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刘宋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0,000.00 可疑

104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欧黄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300,000.00 可疑

105 临洮县 临洮县朱家沟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550,000.00 可疑

106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石郭家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250,000.00 可疑

107 临洮县 临洮县辛店镇泉湾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158,700.00 可疑

108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姚家坪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40,000.00 可疑

109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陈家嘴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000.00 可疑

110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孟家坪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80,000.00 可疑

111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韩家寨子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 80,000.00 可疑

112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杨家台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40,000.00 可疑

113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曹家岭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80,000.00 可疑

114 临洮县 临洮县玉井镇录丰村富民产业专业合作社 160,000.00 可疑

115 通渭县 通渭县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8,370,000.00 可疑

116 渭源县 渭源县正和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23,071,723.50 可疑

合计 118,547,12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