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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资产包）转让协议》，昆明市盘
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含各经营社及营
业部）已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
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

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公
告费、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依法转
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以
下事项：

一、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二、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债权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三、本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凡涉及最高

额担保的，最高额担保约定担保的债权已
特定化为公告清单所列示的对应债权。

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联系电话：0871-65702399
联系地址：昆明市北京路1250号金色家

园紫竹园8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71-63639036
联系地址：昆明市东风西路18号中银

大厦8楼
特此公告

昆明市盘龙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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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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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名称

昆明润道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

昆明润道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亿美居家
具有限公司

云南亿美居家
具有限公司

昆明麦特兰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昆明麦特兰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编 号 ：
0103040535180806510000015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编 号 ：
0103040535180806510000016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编 号 ：
0103020525171025510000026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2013年
白龙借字第231号；《借款展期协议》
编号：白龙企展字2016年第001号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编 号 ：
0103040537180312510000019

《流 动 资 金 借 款 合 同》编 号 ：
0103040537180312530000018

担保人、共同还款承诺人
名称

抵押人：云南荣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武定分公司
共同还款承诺人：刘鸿啸、刘恩鸿、云南
荣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荣合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定分公司

抵押人：云南荣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共同还款承诺人：刘鸿啸、刘恩鸿、云南
荣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云南荣合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武定分公司
抵押人：贾雯景
共同还款承诺人：贾雯景、梁子宇

抵押人：贾雯景
共同还款承诺人：贾雯景、梁子宇

抵押人：张建河
共同还款承诺人：胡映龙、云南鸫环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胡迎春、张建河、
保证人：云南中鼎恒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共同还款承诺人：云南中鼎恒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云南鸫环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胡映龙、胡迎春、张建河

担保合同及编号/共同还款承诺书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5180608110000017；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5180608110000018;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5180608110000019;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5180608110000020;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5180608110000021
及各共同还款承诺人签署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5180608110000022及
各共同还款承诺人签署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抵押合同》编号：0103020525171025110000011及
各共同还款承诺人签署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抵押合同》编号：2013年白龙抵字第231号；《抵押
合同》编号：2013年白龙抵字第 231号及各共同还
款承诺人签署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抵押合同》编号：0103040537180312110000033及
各共同还款承诺人签署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保证合同》编号：0103040537180312130000031及
各共同还款承诺人签署的共同还款承诺书

截止2019年4月24日债权本
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21,699,000.00

13,459,000.00

24,160,000.00

23,580,000.00

400,000.00

3,801,008.61

87,099,008.61

截止2019年4月24日债权累
计欠息（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427,432.68

297,133.52

1,653,306.23

2,787,862.89

33,418.14

406,437.84

5,605,591.30

公告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9年4月24日（含）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美方近期再次挥舞关税大棒，
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一些美国
政客放言，如果贸易战都阻止不了
中国经济发展，那还有什么能够阻
止呢？

事实胜于雄辩。当一些人重
提“唱衰”中国的老调时，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亮丽表现给出了有
力回击——

今年以来，尽管美方密集动用
贸易霸凌和极限施压等手段，中国
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社会大
局保持稳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今
日之中国，展现出强大的定力、韧性
和活力。

犹如浩浩荡荡的长江水，礁石
险滩挡不住其奔腾向前。站在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的新起点上，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近 14
亿中国人民劈波斩浪、奋勇向前，中
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势
不可挡。

大潮奔涌逐浪高
直面困难挑战
彰显中国定力

“中国经济注定是卖空者的噩
梦。”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近日
刊文说。

这种感慨不无道理。一些美国政
客声称，美对华加征关税将导致一些
企业离开中国，并认为，当前美国经
济“非常棒”，中国经济“并不好”。

事实，恐怕要让那些陶醉在“胜
利”幻象中的人失望了——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
长 6.4%，外汇储备余额保持在 3万
亿美元以上；前四个月，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2%，新增城镇就业
459万人……尽管运行态势“稳中
有变”，中国经济基本面依然遒劲岿
然、扎实牢固。

中国为什么行？研判经济形势，
不仅要看短期数字，更要拨云见日
看大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经济处
于崩溃边缘的危境中化茧成蝶，发
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年均经
济增长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2.9%左右的年均增速；创造累计减
贫7.4亿人的奇迹，近年来对世界经
济增长贡献率约30%。

中美经贸摩擦一年多来，中国
经济总量去年底已突破90万亿元，
人均GDP接近 1万美元，外贸进出
口总值超 30万亿元，创历史新高；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六成，
经济运行依然稳中有进，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在世界经济阴云密布的背景下，
逆风飞扬的中国经济令世界瞩目。

与再度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相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

2019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从6.2%上
调至6.3%，成为全球唯一上调今年
增长预期的主要经济体；全球知名指
数编制公司明晟日前也宣布，将 26
只中国A股纳入明晟中国指数。

“世界需要中国，全球经济增长
离不开中国的持续发展。”IMF总裁
拉加德如此评价。

一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从抓
好“六稳”到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从推动高质量发展到拓展
多元市场，中国经济迎难而上，保持
了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这，正是今日之中国攻坚克难
的信心所在。

大江奔流开新路。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经济完全

能够在风雨中成长壮大。中国发展
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是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和勇气
干出来的。

现实还将证明，在风雨中成长
起来的中国经济，一定能经受住各
种挑战洗礼，绽放新的光芒。

这，正是今日之中国在变局中
勇毅前行的定力所在。

会当水击三千里
激发转型动力
彰显中国底气

“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
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
部转‘正’!”面对美方蛮横打压，5月
17日凌晨，华为毫不畏惧，毅然宣
布启用“备胎”芯片。

75岁的华为公司创始人、CEO
任正非，在众多媒体面前表示，要拥
抱世界，依靠全球创新。即使财务上
受到一定挫折，也不会影响企业的
科研投入。

华为是中国企业砥砺奋进的一
个缩影。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应对挑
战，中国经济有迎难而上的底气、有
长风破浪的后劲。

这份底气和后劲，源自新旧动
能加速转换——

之江实验室、西湖大学、阿里达
摩院……2018年，浙江杭州，多个
体制创新的科研载体全面崛起。当
年，浙江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3187
家、科技型小微企业10539家，研发
经费支出占比达到2.52%。

千里之外，辽宁沈阳。同样是
2018年，这座东北老工业重镇就新
增72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和企业技术中心，全市各类科技
创新平台达到1251个。

放眼全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巩固、增强、提升、畅

通”为抓手，一幅幅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的画卷正渐次铺展。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高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
继续高于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
速。而去年全年，中国数字经济规
模达到 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
34.8%；中国创新指数在全球排名
上升至第17位。

这份底气和后劲，源自不断拓
展的区域发展新空间——

5月 2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
崛起工作座谈会。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高
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优化营商
环境、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
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持绿色发
展、做好民生领域重点工作、完善
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8 点意
见，为中部地区崛起指明了方向和
路径。

今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带一
路”建设等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
展宏大格局加速成形，发展新空间
不断拓展。

这份底气和后劲，源自潜力巨
大的国内市场——

每小时就能新诞生约750户企
业，创造超过1500个就业岗位，外贸
进出口值超过5亿美元，百姓花费43
亿元用于购物和餐饮消费……如今

“1小时中国”的惊人数据，显示出大
国经济的底蕴，这是中国经济能够

“变中取胜”的活力所在。
当前，中国有近14亿人口、近9

亿劳动力、8亿网民、1亿多户市场
主体……动辄以“亿”来计量的市场
空间，亿万人民的创新创造，凸显出
大国经济特质，这是中国经济能够

“变中取胜”的底气所在。
每一滴水珠，都蕴藏着奔腾的

力量；每一个梦想，都融汇于伟大的
时代。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
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
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
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中国永远在！

直挂云帆济沧海
顺应时代潮流
彰显中国力量

“我们计划再投资 6亿元人民
币，在武汉新建一座合资工厂，我们
有信心很快让这个投资项目落地。”

本周落幕的第十一届中国中部
投资贸易博览会上，英国石油公司
（BP）透露的这一投资计划，与不少
外商不约而同。

尽管贸易摩擦阴云笼罩，但是
外商并没有因此离开中国市场。相

反，他们正自东向西，逆流而上，将
目光从传统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
投向长江经济带的中上游地区。

本届中博会签订利用外资项目
51个，合同金额达104.66亿美元。外
商投资的热情，不仅印证了中国营商
环境的持续改善，更让世界感受到中
国经济蕴藏的巨大潜力和机遇。

今日之中国，仍处于发展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
日趋错综复杂。最重要的还是做好
我们自己的事情，谋定而后动，厚积
而薄发。

中国所处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与不可逆转的全球化大潮不
谋而合。

回顾过去，全球化帮助缩小了
贫富差距，让经济欠发达国家有机
会参与全球竞争合作。

放眼未来，全球化还将继续让
各国拥有更加公平的机会参与全球
财富再分配。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融
入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开放的
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扩容自贸试验区、出台外
商投资法、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
单……这些实实在在的举动，印证
了中国向世界兑现开放承诺、走合
作共赢道路的决心和行动。

今年1至4月，中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超过1.3万家，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 4.3%，其中对欧盟、东盟
等出口都出现大幅增长。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中国又向世界推出五
大开放新举措。与会各国工商界人
士签署了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
协议，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的“蛋
糕”越做越大。

中国和美国都是经济全球化的
受益者。然而，与中国不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推动合作共赢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美方大搞单边主义、保护
主义，肆意挥舞关税大棒，殃及世界
经济。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与历史大
势相悖、逆时代潮流而动，终将被历
史前进的滚滚洪流所淘汰。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
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
不还。

向着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万里
长江奔腾不息。一个开放包容、自信
自强的中国无惧风雨、砥砺前行，必
将为世界带来更大机遇，与各国携
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刘红霞
柳丝 刘劼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大 江 奔 流 天 地 宽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一

据新华社纽约5月25日电
(记者 罗婧婧) 主要受国际贸易
条件恶化等影响，纽约股市三大
股指本周明显下跌。其中，道琼斯
工业平均指数连续第五周下跌，
周跌幅0.62%，标准普尔500种股
票指数下跌 1.17%，纳斯达克综
合指数下跌2.29%。

美国商务部近日将华为公司
及其 70家附属公司列入出口管
制“实体名单”。投资者担心此举
将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条件恶
化，危及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前

景。美国资本市场本周因此承压，
科技板块下跌明显。

在本周的五个交易日，标普
500指数十一大板块中，能源板
块和科技板块表现最糟，分别下
跌 3.42%和 2.79%。其中，芯片企
业领跌，高通和博通公司的股价
本周分别大跌18.76%和11.71%。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投
资者的关注焦点是国际贸易局
势。中美经贸摩擦动向不仅牵动
美股神经，也影响资产配置，左右
原油和美债等多个市场的发展。

新华社利马5月26日电（记
者 张国英）据秘鲁地球物理研
究所公布的消息，秘鲁东北部当
地时间26日凌晨2时41分（北京
时间15时41分）发生7.5级地震，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
报告。

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说，这次
地震震中位于秘鲁洛雷托省上亚
马孙地区，震源深度为141公里。

据当地媒体报道，秘鲁北部
和中部地区都有强烈震感。记者
所在的首都利马震感十分明显，
许多居民在睡梦中被晃醒，有人
跑到街上。

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
上，是地震多发国家。2007年8月
15日，秘鲁伊卡省发生 7.5级地
震，造成约600人死亡、1200多人
受伤。

新华社悉尼5月26日电（记
者 郝亚琳）澳大利亚首条无人
驾驶地铁线悉尼地铁西北线于
26日正式开通。

据报道，这一无人驾驶地铁
线耗资 83亿澳元（约合 398亿元
人民币），从悉尼西北远郊的塔拉
旺至北岸的查特伍德，总长36公
里，单程运行时间近40分钟。

线路开通首日正值悉尼灯光

音乐节期间，查特伍德也是活动
举办区域之一，再加上首日可以
免费乘坐，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
体验。终点站查特伍德的站口排
起了上百米的长队。

这一线路是澳大利亚最大
的公共交通工程悉尼地铁网络
的一部分。下一阶段，这一线路
还将延伸至悉尼市中心和西南
部地区。

国际贸易条件恶化
致美股本周收跌

秘鲁东北部发生7.5级地震

澳大利亚首条
无人驾驶地铁线在悉尼开通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批
准同意变更营业场所，现予以
公告。

机构名称：安邦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玉溪中心支公司澄江
营销服务部

营业地址：云南省玉溪市澄
江县龙街镇忠窑飞机场地块1号
办公室

联系电话：0877- 6685009
邮政编码：652500

以上信息可在原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irc.gov.
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批准设
立，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彝良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4530628
营业地址：云南省昭通市彝良

县角奎镇幸福路洛泽河大道中段
1-2层 经营区域：彝良县行政辖
区 负责人：周敬 联系电话：
13578000765 邮政编码：657600
成立日期：2019年5月10日

以上信息可在原中国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irc.gov.
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