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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

重庆憬晖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满园春园林有限公司

喜地山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中润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帝衡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旗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鲁渝立强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腾祥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顺鹏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繁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方环建材销售有限公司

重庆水波洞建材有限公司

融资额度协议
（授信合同）

DLQY201505060028

DLQY201504300014-1

DLQY201601080016

DLQY201512090009

DLQY201409180048

DLQY201506180045

DLQY201501120049

DLQY201512150084

DLQY201412170119

DLQY201412160097

DLQY201505260093

DLQY201507130069

借款合同编号

DLYY201505140079DLLY201506030061

DLLY201505180016

DLLY201506050041

DLLY201505150059DLLY201506040060

DLLY201510090037
DLLY201510140033

DLLY201601080014

DLLY201601130012

DLLY201601140011

DLLY201512090094

DLLY201503240091
DLLY201503250072

DLLY201506240139

DLLY201501200054

DLLY201512170039

DLLY201412290070

DLYY201412220033
DLYY201412250035

DLLY201605300035（及补充协议)

DLLY201607150027（及补充协议）
DLLY201607200066（及补充协议）

债权总额

101753168.92

59010308.91

131693597.32

41585156.77

171907826.68

29377945.24

24238476.33

2938382.39

68336540.00

112504617.35

32034438.73

100690037.50

876070496.14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本金余额

74999821.45

48999435.34

109939408.91

34490500.00

120000000.00

22484725.52

17999477.88

2389735.77

50000000.00

68191189.44

30000000.00

90000000.00

669494294.31

利息余额

26446000.10

10010573.57

21105584.14

6857961.99

51105763.55

6719929.72

6100898.45

521016.62

18037444.44

43851781.91

2034438.73

10690037.50

203481430.72

代垫费用

307347.37

300.00

648604.27

236694.78

802063.13

173290.00

138100.00

27630.00

299095.56

461646.00

0.00

0.00

3094771.11

担保人

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典雅集团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张谊生

张鑫

重庆典雅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张谊生

张鑫

重庆君融置业有限公司

喜地山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张豫喜

喜地山国际实业有限公司

张豫喜

彭水县乌江明珠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闽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尹健懿

李晏

吴俊男

徐骞

重庆亲睦源老年公寓有限公司

王建

王映萍

李明兰

重庆鲁渝立强食品有限公司

张朝辉

冉晓武

黄忠堂

黄学锋

重庆顺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重庆市江津区壹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顺祥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李伟

王红

重庆海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祥瑞实业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孔祥麟

孔令娟

重庆金九丰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荆安平

重庆金九丰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九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丰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荆安平

李晓玲

担保合同编号

DLQY201505060028B01（及补充协议）DLQY201505060028B02

DLQY201505060028B03

DLQY201505060028B04

DLQY201505060028B05DLQY201505060028B06（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4030014B06（及补充协议）DLQY201504030014B02-1

DLQY201504030014B03-1

DLQY201504030014B04-1

DLQY201504030014B05（及补充协议）

DLYY201601080014B01（及补充协议）

DLLY201601080014B02

DLLY201512090094B01（及补充协议）DLLY201512090094B04

DLLY201512090094B02（及补充协议）DLLY201512090094B03

DLQY201409180048B01（及补充协议）

DLLY201503240091B01

DLQY201409180048B03

DLQY201409180048B04

DLQY201409180048B05

DLQY201409180048B06

DLQY201506180045B01（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6180045B02

DLQY201506180045B03

DLQY201506180045B04

DLQY201501120049B01（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1120049B02（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1120049B03（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1120049B04（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1120049B05

DLQY201512150084B01

DLQY201412170119B01（及补充协议）

DLQY201412170119B02（及补充协议）DLQY201412170119B03

DLQY201412170119B04

DLQY201412170119B05

DLQY201412170119B06

DLQY201412160097B01（及补充协议）

DLQY201412160097B02

DLQY201412160097B03

DLQY201505260093B06（及补充协议）DLQY201505260093B09

DLQY201505260093B04

DLQY201505260093B07

DLQY201505260093B08

DLQY201505260093B05

DLQY201507130069B20（及补充协议）DLQY201507130069B18

DLQY201507130069B17DLQY201507130069B09（及补充协议）DLQY201507130069B05（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7130069B19DLQY201507130069B04（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7130069B15

DLQY201507130069B03（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7130069B16DLQY201507130069B06（及补充协议）DLQY201507130069B07（及补充协议）

DLQY201507130069B10（及补充协议）DLQY201507130069B08（及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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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与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合同》【合同编号：DLYY（债转）2019-1】，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市分公司。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
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中国华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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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中国华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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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大连银行联系电话：
023-67115536 13883867508
华融资产联系电话：
023-63771865 18696692993

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2019年7月3日

单位：人民币、元附：转让债权清单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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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的利息、罚

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大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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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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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7月，又一批大学生将走上社
会。“身边不少同学手握两三份录用通
知，前景都不错！”即将进入一家机械企
业从事研发工作的重庆大学毕业生罗小
华透着乐观，“只要想工作，机会有很
多！”

盛夏到来，又一批海外订单传真到
广东珠海国佳新材公司。公司高管张志
江有点心急，“订单不断，生产吃紧，我得
再招些技工！”

就业，一头牵着千万家庭，一头连着
经济大势。“饭碗”端稳了，日子才能安
定、踏实、有奔头；就业稳住了，发展才能
从容、坚定、有底气。“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是社会稳定
的重要保障，必须抓紧抓实抓好”，去年
下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各项稳
就业、促就业政策纷纷出台，今年又首次
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政
策红利如春风拂面，营造了良好的就业
氛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究竟如何？世界
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会给我国
就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能否成功化
解？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看就业大局
规模持续扩大，形势

总体平稳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再创
历史新高，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5%左右
较低水平……2018年，我国就业成绩喜
人。

今年1－5月城镇新增就业597万
人，完成全年计划的54%，25－59岁人
口调查失业率连续3个月下降……2019
年，我国就业指标依然抢眼。

“这些数据都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
已接近充分就业水平，国际市场的不确
定性没有对就业造成明显冲击。”中国社
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都阳
表示。

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
存在下行压力，我们何以能实现就业规
模持续扩大、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中国经济稳中向好，为就业奠定了
坚实基础。

按照经济学中的“奥肯定律”，就业规
模与经济增速高度相关，增速下降往往带
来就业下滑。可是，这一规律却在转入中
高速增长阶段的中国“失灵”了——尽管
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城镇新增就业却连续
6年保持1300万人以上。

“我国经济总量已突破90万亿元，
即使是6%的增速，绝对增加值也有5.4
万亿元。”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莫荣道出原委：基数大了，即便
增速有所下降，巨大的经济增量依旧能
支撑可观的就业增长。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增强了经济
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同样是GDP

增长1个百分点，在“十二五”时期，可增
加非农就业160万人，而在“十三五”，可
增加180万－200万人。这背后，得益于
服务业的异军突起。据统计，第三产业
每百万元增加值吸纳的就业为8.1人，比
第二产业高出1.6人。最近几年，服务业
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超过一半，就业
人数已近3.6亿人。吸纳同样数量就业，
降速提质拓展的空间更大。

新动能释放充沛活力，为就业创造
了广阔空间。

“建模、优化、迭代，从开发到上线，
整个5月份，我一天没歇着。”人工智能
工程师伍大勇说，人工智能技术正带来
一场剧烈变革，“市场对我们这行的需求
会越来越大。”

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物联网安装
调试员、无人机驾驶员等新职业悄然而
至，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
个……近年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蓬勃发展，显著拓展了就业空间。从
2015年到2017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
能指数年均增幅达到28%；2018年，新
动能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2/3。

巨大的市场和区域空间，为就业积
蓄了可观潜力。

“目前，全国有家政需求的家庭超过
7000万户，而从业人员仅2000多万人，
用工缺口很大！”“云家政”创始人薛帅估
算。

育儿、养老、旅游、教育、健身……看
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旺盛需求为就业
提供了巨大的转场空间；看区域格局，资
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的中西
部地区将成为重要的产业“承接地”、就
业“蓄水池”。2018年，在中西部地区务
工的农民工人数达 12044 万人，增长
3.2%，增速快于全国2.6个百分点。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也为就业点燃
了强大引擎。

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开展
“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市场主体准入
改革……在“放管服”改革的推动下，今
年前5个月，我国新登记企业达286万
户，日均1.89万户。沐浴阳光雨露的民
营、小微企业在就业中正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去年12月，城镇私营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就业人数同比分别增长
5.7%和6.7%。

看外部风险
总体看对就业影响有

限、风险可控

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受访者纷
纷表示，外部环境之变确实会给就业带
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看影响有限、
风险可控，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
信心应对。

自信，源于对经济运行的理性分析，
也源于各方人士的实践体验：

——从可能的波及范围上看，国际
市场的不确定性对就业“大盘”影响有
限。

一来，出口本身没那么脆弱。“独特
的设计、创新的材料、严格的装订要求，
只有中国才能生产出我们想做的图书。”

美国出版商丹尼尔·雷诺德直言。商务
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也认为，“中国产
品在外国市场上竞争力的牢固程度，超
出了许多市场参与者的想象。”今年1－5
月，我国出口额达64987亿元，同比增长
6.1%，保持较快增速，也有力地证明了这
一点。

二来，出口对就业的拖累并不大。
近年来，随着内需潜力源源释放，消费已
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引擎”，由出口带动
的就业在总规模中的比重相应降低。再
者，目前我国就业的“主力军”——服务
业的可贸易属性比制造业低，受冲击的
可能性也更小。

——从自身的承压能力来讲，我国
有充足的“底牌”应对国际市场不确定性
对就业的影响。

完备的产业体系，会使制造业产能
黏性强、岗位不容易流失。

“拿到订单后只需两天，就能在珠三
角把原料、辅料、工具、包装全备齐，这在
其他国家简直不可想象。”张志江说，这
两年有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等

“成本洼地”，“可一算成本、效率、质量的
总账，还是留在国内划得来。”和张志江
一样，不少受访者认为，我国坚实的产业
基础、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与日俱增的
创新实力，将使制造业赢得转型升级的
宝贵窗口期，持续支撑庞大的就业体量。

强大的国内市场，会不断释放和衍
生新需求，创造更多岗位。

“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有的客户减
少了订货量，可这绝不会打乱我们扩大
生产、增加招聘的决心。”工业机器人巨
头库卡的中国首席执行官王江兵认为，
中国制造业正加快转型，对生产线的需
求越发多元，“长远来看，工业机器人在
中国前景广阔，无论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还是售后服务都需要大批人的加入。”展
望未来，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新型城镇
化加快发展、居民消费能力增强等诸多
因素，都将为我国不断释放新的市场需
求。

“朋友圈”持续扩大，会降低我国对
少数国家的外贸依存，减少其对就业的
影响。

“现在，有些国家的订单减了一些，
可欧洲、中东市场起来了，营收逼近‘半
壁江山’，未来还会更高。”浙江龙翔纺织
公司总经理王纯对未来充满期待，“只要
坚持转型、开拓多元市场，就能稳住产
能、稳定人心。”“近年来，我国提出的‘一
带一路’倡议广受认可，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有利于外贸格局更多元，也将抵消国
际市场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就业损失。”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
说。

看发展态势
只要应对得当，就能

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看过去，成绩斐然，看未来，挑战犹
存——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
新的影响因素还在增加。不过，受访者
普遍认为，只要把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应对得当、措施有力，就能保证就业

稳定、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去年以来，一
系列稳增长、稳就业措施相继落地，已经
证明了应对的有效。

大规模减税降费，让企业“轻装上
阵”，极大增强了吸纳就业能力。

降低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缴费比
例、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减税降费
近2万亿元的重大利好，将广泛惠及各
类企业。“我们属于食品零售业，人员密
集、利润空间小。根据今年的小微企业
普惠性减免政策，我们仅企业所得税就
能省下26万元。”正如山东隆泰食品公
司负责人郭秀兰所说，政策利好极大减
轻了资金压力，让企业干劲更高、带动就
业能力更强。

大企业顶天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
营造良好环境，鼓励创新创业创造，可充
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众创空间数量达5500多家，科技企
业孵化器超4000家，创业投资机构逾
3500家……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创
业投资市场。近年来，我国创新创业创
造热火朝天，搭建起广阔的就业舞台。

“我们将加大税收、融资、用地等方面政
策支持，积极发展创业孵化基地，鼓励更
多劳动者通过创新创业创造实现就业。”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能让新空
间“长”起来、新岗位“冒”出来。

6月6日，随着工信部向4家企业发
放 5G商用牌照，我国率先进入 5G时
代。有人预测，到2025年，5G将带动经
济产出35.4万亿元、提供300万个就业
岗位。5G、汽车、家电……今年初，我国
围绕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制定了详细方
案，不少企业顺势而为，纷纷追加投资、
扩大生产。

做大就业总量的同时，我国也正从
供给侧发力，千方百计提高劳动者素质，
使供需更匹配、就业结构更优化。

“厂里上了智能生产线，学会编程就
有希望转岗成为系统操作员。”最近，长
沙一家纺织厂的职工戴玲白天上班、晚
上参加培训，“本事大了，饭碗能更

‘铁’！”
一边“有活没人干”，一边“有人没活

干”……过去，结构性矛盾制约了就业质
量提升。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
鼓励更多高中生、下岗职工、农民工报考；
3年内，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5000万人次以上……职业教育和技能培
训的加强，既能为高质量发展增强人才供
给，也有利于“人尽其才、人有其岗”。

“面对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我们有
充足的政策工具。比如采取财政或货币
政策以稳定增长、增加投资、拉动就业，
也可采取援企稳岗、增加公益性岗位供
给、加强就业困难人员帮扶等措施。”莫
荣表示，从前5个月就业运行情况看，我
国今年完全可以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
右，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的预期
目标，牢牢守住就业基本面，从而让亿万
百姓“饭碗”端得更稳、经济应对风险和
挑战的底气更足。

（人民日报7月2日署名文章 新华
社北京7月2日电）

有信心让亿万百姓端稳“饭碗”
——如何看待当前就业形势

人民日报记者 刘志强 李心萍 邱超奕 韩鑫

新华社大连 7 月 2 日电 （记者
潘洁 蔡拥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日
上午在大连出席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
坛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

李克强表示，夏季达沃斯论坛在中
国已经举办了13年。当初设立夏季达
沃斯论坛时，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兴
起，全球化步伐在加快，新业态、新技
术、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当时确定了
新领军者这一主题，并且延续至今，仍
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年诸多成长型企业
已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就是要让
各类市场主体，让大企业和成长型企业
同台竞技，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李克强表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本次论坛深入研讨经济全球化问题，有
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上周举行的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习近平主
席深刻阐述了中国关于经济全球化的
立场和主张，再次表明愿与国际社会一
道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发展。

李克强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
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
然结果，总体上各国都从中受益。在经
济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一轮产业革
命，不仅使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
的联接更加紧密，也有力促进了包容性
增长。应坚持经济全球化大方向，促进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同时健全权
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安
排，实现互利共赢、平衡普惠发展。面
对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要弘扬伙伴
精神，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
扩大共识、形成合力。以规则为基础、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
权威性和有效性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

李克强表示，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中国积极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
创新链、价值链，全面履行开放承诺。
面向未来，中国将坚定不移推动全方位
对外开放，致力于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
型经济。我们将深化制造业开放，深化
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开放，稳步推进汇率
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
步自主降低关税总水平，完善对外开放
法律法规体系，更大力度保护知识产
权。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开放度、透明
度、可预期性会越来越高，整体投资环
境会越来越好。

李克强介绍了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他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平
稳、运行在合理区间，经济基本面继续保
持稳中向好态势，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
期。当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新的下行
压力。我们对此早有预判、做了充分准
备。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人才资源
丰富、产业配套齐全、新动能快速成长，
经济发展有足够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
地，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李克强强调，下一步，我们将坚定
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深入落实已出台的宏观政策措施，不搞“大水
漫灌”式强刺激，不走铺摊子、粗放增长的老路。不断深化改革，着力打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抓好实
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和“放管服”改革两件大事。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为
各类所有制企业、内外资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金
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支持大企业与中小微企业融通发展、优
势互补。大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落实好普惠性减税降费等财政支持
政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坚持实施包容
审慎监管，促进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断
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良性互动，瞄准民生
的痛点和堵点，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现场嘉宾对李克强的致辞多次致以热烈掌声。致辞后，李克强还就中
国宏观经济等回答了提问。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和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孟加拉国总理哈西
娜、格鲁吉亚总理巴赫塔泽等政要，以及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
表1900余人与会。

肖捷、何立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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