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签署的《不良

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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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费等）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其继承人、担保人以

其继承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继承人、

担保人及其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义务及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7年8月30日

序
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名称

重庆普建

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逸健

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茜贵鼎

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云尚
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顺鸿
照明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83012016280092

83012016280047

83012016280045

83012016280048

83012016280046

担保人名称

重庆金领旅游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沈鸿 胡守建 汤轩

重庆拓运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王骏 汤轩

重庆市聚兆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肖树平 汤轩

重庆三盈物资有限公司 
吕玲 汤轩

重庆皇华物资有限公司 
潘夏 杜娟 汤轩

担保合同编号

YD8301201628009201
YB8301201628009201
YB8301201628009202
YB8301201628009203

YD8301201628004701
YB8301201628004701
YB8301201628004702

YD8301201628004501
YB8301201628004501
YB8301201628004502

YD8301201628004801
YB8301201628004801
YB8301201628004802

YD8301201628004601
YB8301201628004601
YB8301201628004602

截至2017年5月10日
债权本金余额

（单位 元 币种 人民币）

6080000.00

9450000.00

9450000.00

9150000.00

9150000.00

4238000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联系人：巫庆华 联系电话：023－63763610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黄山大道中段67号信达国际A幢21楼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联系人：晋张伟 联系电话：023－61106581
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78号

附：转让清单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7年5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该日期欠付利息一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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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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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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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公告中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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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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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峰说，要积极化解重点领域潜在风
险。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深入扎实整治金融
乱象，完善信用风险处置的机制安排，有效防
控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坚
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立长效机制。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入排查和妥善解决
各类矛盾隐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肖捷强调，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督促地方强化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加快
存量政府债务置换步伐。坚持堵后门、开前门
严控增量，坚决堵住违法违规举债的“后门”，
地方政府一律采取发行政府债券方式规范举

债，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同时，开好合法
合规举债的“前门”，适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合理确定分地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稳步推进专项债券管理改革。积极稳妥化解

累积的债务风险，督促地方落实主体责任，完
善政绩考核体系，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加快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在当前形势下，要更好把握稳和进的关
系，稳是主基调，要在保持大局稳定的前提下谋
进，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努力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何立峰说。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在保持大局稳定的
前提下谋进

——从计划预算报告看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
主任何立峰29日向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报告了今年以
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财政部部长肖捷报告了今年以来
预算执行情况。

下半年经济走势如何？怎样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确保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何立峰说，按目前趋势初步预计，下半年
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就业、物
价、居民收入、财政收入、货物进出口等预期
指标经过努力能够完成，脱贫人口、能耗强
度、棚户区改造等约束性指标有望顺利完成，
投资、利用外资等指标完成难度较大，需付出
更大努力。”

他指出，上半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平
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巩固了去年

下半年以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势头并持续向
好，为完成全年预期目标奠定了扎实基础。

“要稳不忘忧、好中知难，看到当前国际国内
经济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经济运行中还存在
不少问题”。

何立峰说，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有
一定改善，但仍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大国经济金融等政策存在变数，贸易保
护主义倾向抬头，地缘政治局势不稳，这些
都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从国内

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于深化阶段，实体
经济循环不畅问题仍然存在，经济平稳运行
基础尚不牢固。内生增长动力仍不足，结构
性矛盾依然突出，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增大，
地区走势继续分化，一些领域潜在风险不容
忽视。与此同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突
发环境事件时有发生，入汛以来南方多地发
生较重洪涝灾害，都需要采取措施认真解
决。

下半年经济有望保持平稳运行

何立峰说，下半年，要确保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得到深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质
性进展。

他说，要深入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督
促各地及中央企业如期完成年度去产能目标
任务，探索“僵尸企业”债务有效处置方式，切
实落实地方政府因地制宜调控房地产市场主
体责任，实施好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物流
降本增效等措施，加大重点领域补短板工作
力度。着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

力振兴实体经济。
肖捷说，要督促地方加强专项奖补资金

分配和使用管理，严格按规定用于职工分流
安置工作。继续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
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相关工作。进一步
降低物流成本，今年年底前实现统一开具高

速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发票。改革粮食等
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完善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我国将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
革。何立峰说，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全面落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政

策。深化国企国资和重点行业改革。进一步
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继续深化投融资体
制改革，推进输配电、医疗服务等价格改革。

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肖捷说，要继
续分领域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研究制定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
方收入划分改革方案、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
方案。研究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启动个人
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进一步完善
转移支付制度，加强预算绩效全过程管理。

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得到深化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 （记者
侯雪静）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29日表
示，2013年至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
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
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

“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成效不仅创造了我
国扶贫史上的最好成绩，而且使中国的减贫

事业继续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彰显了我们
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刘永富说。

受国务院委托，刘永富29日向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作国务院
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

刘永富介绍，2013年至2016年，农村
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下

降1.4个百分点。与前几轮扶贫相比，不仅
减贫规模加大，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
后减贫规模逐年大幅递减的趋势，每年减贫
幅度都在1000万人以上。四年来贫困地区
群众收入增长较快，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实际增长10.7%。

刘永富说，随着脱贫攻坚的不断深入，
深度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问题越发突出，
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一些地方扶贫脱
贫不够精准、形式主义问题凸显、部分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不足、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有
待加强等一些深层次矛盾和倾向性问题不
断显现。

四年年均减贫1391万人 创我国扶贫史上最好成绩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 闫子敏）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29日表示，印方越界人员和设备已全部撤回边
界印方一侧，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表示，为了守边需要和
改善当地军民生产生活条件，中方长期以来在洞朗地区进
行包括道路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将综合考虑天气等
各方面因素，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有关建设规划。”她说。

外交部：

中国边防部队
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朝鲜29日发射一枚导弹，
这枚导弹从日本上空飞过。日本、韩国分别对朝鲜再次试
射导弹表示抗议和谴责，美国和俄罗斯对朝方此次发射予
以密切关注。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朝鲜可能于日本当地时
间5时58分发射一枚导弹，导弹于6时06分左右飞过日本
北海道襟裳岬地区。报道援引日本首相官邸危机管理中
心的消息说，这枚导弹在飞行一段时间后分成三部分，于6
时12分落入襟裳岬以东118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称，朝鲜发射飞越日本上空导
弹的行为对日本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威胁”，日方已向朝鲜
表示严正抗议，并将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要
求对朝采取更强硬措施。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方抗议朝方违反安理
会决议的行为，日方将与美韩合作，加紧相关情报收集工作。

韩国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强烈谴责朝鲜不顾联合国安理
会涉朝鲜第2371号决议和国际社会严重警告，再次“挑衅”。

朝鲜再射导弹
日韩美俄神经紧绷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记者白瀛 史竞男）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29日通报，一些报刊出版单位所办新媒体
屡屡出现虚假新闻、“标题党”和“三俗”等问题，扰乱新闻
传播秩序，损害新闻媒体权威性和公信力，为此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严格审核内容、规范新闻标
题制作、加强网络活动管理等。

通知要求，不得刊发未经核实的新闻报道，不得直接
使用、刊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不得直接转载没有新闻
发布资质的网站等发布的新闻信息；转载其他新闻单位的
新闻报道，不得对原稿进行实质性修改，不得歪曲篡改标
题和稿件原意，并应当注明原稿作者及出处。

通知要求，制作新闻标题应遵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
用的基本规范，遵守文题相符的基本要求，审慎使用网络
语言，不得使用不合逻辑、不合规范的网络语言，不得使用

“网曝”“网传”等不确定性词汇，确保新闻标题客观、准确
地表达新闻事实，传达正确的立场、观点、态度，严防扭曲
事实、虚假夸大、无中生有、迎合低级趣味的各类“标题党”
行为。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要求规范新媒体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