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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财经观察

序
号

1

2

合 计

债务人
名 称

齐金英

侯勇

贷款余额

750,000.00

306,879.66

1,056,879.66

利息

79531.86

75645.07

155176.93

诉 讼
保全费

3416

3416

债权合计

829,531.86

385,940.73

1,215,472.59

担保
方式

由齐金
金、赵俊
婷提供保
证担保

由刘冠斌
提供保证

担保

详情见网站：www.sxcqjy.cn
意向受让人咨询电话：贾经理 13073517460
意向受让人可到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查阅相关资料。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谐园路9号化建大厦

齐金英等2笔不良资产包经决策后公开转让，转让底价80.16万元。
挂牌起止日期：2020年12月10日至2020年12月10日
截至2020年11月21日 单位：元

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公告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产权转让公告

截止2020年6月30日，山西茂胜
煤化集团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合计共
458,377,638.37 元，其中：本金 361,548,
243.11元，利息96,829,395.26元。

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行（“转让方”）与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受让方”）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签署
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合同编
号为：2020年中东批转-001），转让方
已将其对本公告项下明细表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

括但不限于本息债权、担保债权等）
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由受让方合法取
代转让方成为明细表所列借款人和
担保人的债权人。

据此，请有关借款人、保证人和抵
质押人自公告之日起尽快向受让方履

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如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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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名称

山西茂胜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孝义市金岩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

山西迎太塑料有限公司

山西关铝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

介休市嘉鑫煤化有限公司

山西高科磁电有限公司

孝义市京华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合 计

截止2020年6月30日

本金余额

96,989,989.00

39,894,599.99

99,921,790.22

49,999,998.78

29,961,699.27

24,837,366.25

9,982,583.19

9,960,216.41

361,548,243.11

利息余额

17,581,771.07

2,932,755.29

29,449,917.76

10,196,735.49

14,666,067.78

13,196,139.28

4,873,252.98

3,932,755.61

96,829,395.26

担保人

保证人：庞茂堂、山西介休鑫峪沟左则沟煤业有限公司、介休市来源煤化有限公
司、介休市鸿兴煤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抵/质押人：山西茂胜煤化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孝义市金岩电力煤化工有限公司、山西宏特煤化工有限公司、温克红、
温克效、温克忠
抵/质押人：孝义市金岩电力煤化工有限公司；

保证人：张迎太、张勇、雷凡师
抵/质押人：山西迎太塑料有限公司

抵/质押人：山西关铝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人：杨梅花、张玉林
抵/质押人：临汾顺泰实业有限公司

保证人：介休市泓兴煤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路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郑一
群、朱继花

保证人：山西燕山石化实业有限公司、田三巴
抵/质押人：山西高科磁电有限公司

保证人：孝义市正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赵柳静、赵柳平
抵/质押人：李根柱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0351-8266756

受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

联系人：蔚女士 张先生
联系电话：

0351-5262605 0351-5262602
中国银行股份限公司山西省分行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杜建龙：
鉴于你在合同履行期间，自2018年2月22日起已连续旷工

达两年以上。根据《晋中开发区农商银行请销假管理制度》规
定：“旷工超过两天以上，由总行研究，视情节轻重决定是否解
除劳动合同。”鉴于你旷工时间较长，情节严重，经总行慎重研
究决定：现与你解除劳动用工合同。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
回单位办理离岗手续。特此通知。

晋中开发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0日

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旷工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申铖）财政部8日发布数据显
示，截至11月底，今年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62602亿元；其中，新
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9479亿元，已完成全年发行计划。

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35466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94.6%。从单月数据来看，11月，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 1384 亿元，全部为再融资债券，平均发行利率为
3.58%，平均发行期限为12年。

经国务院批准，用于支持化解地方中小银行风险新增专项
债券额度2000亿元已于近期下达。财政部表示，将密切关注债
券市场形势，积极指导各地做好发行工作，确保全年地方债发
行工作顺利收官。

财政部：

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发行计划已完成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8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近日
组织对嘀嗒、哈啰等顺风车平台公司进行了提醒式约谈，要求
修正顺风车产品，不得以顺风车名义提供非法网约车服务，切
实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提醒指出，近期媒体多次报道嘀嗒、哈啰等顺风车平台公
司产品有关问题，主要是“附近订单”功能偏离顺风车本质，涉
嫌以顺风车名义从事非法网约车业务，用户头像显示性别、开
展长途城际服务等方面存在安全风险隐患。

提醒要求，平台公司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依法依规开展经营；举一反三，坚守顺风车本质，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顺风车规范运行，更好地满足群众出行需求。

交通运输部：

嘀嗒、哈啰等顺风车平台公司被提醒式约谈

追剧、听音乐时，不介意购买平台
会员以改善使用体验；“爱豆”代言了
一款产品，愿意为其而买单；游戏打不
过，乐于充值“氪金”……有这样一个
群体，个性鲜明、消费意愿强烈、追求

“美好消费”，正逐渐成为新一届“消费
担当”。

这些 1995 年到 2009 年出生的年
轻人，被称为“Z世代”。他们出生于网
络时代，受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特殊的成长环
境下，这一群体对消费市场的影响持
续加大。

如今，已经到了必须看懂“Z世代”
的时候。他们具有哪些消费习惯？

“‘95 后’年轻人对品牌的忠诚度
是极其低的。”京东零售集团 CEO 徐
雷在日前举行的2020（第十九届）中国

企业领袖年会上说，年轻消费者快速
切换品牌的习惯，造就了如今大量的

“网红”品牌。
同时，徐雷表示，“95后”消费者极

具个性、孤独感强，因此会形成很多小
的圈层、偏好，从而创造出很多细分市
场，为各类新品牌带来新的机会。

“这些年轻人付费能力强。”影
谱科技创始人姬晓晨表示，由于生
活在互联网时代，习惯在线支付方
式，加之生活条件优于上一代人，因
此年轻群体的消费习惯与上一代人
完全不同。

在为综艺节目和IP产品提供技术
支持的过程中，姬晓晨发现，部分产品
的在线付费群体甚至已经集中在9到
13岁。

苏宁金融研究院报告显示，“Z世
代”群体具有愿意为兴趣付费、热爱
UGC（用户原创内容）平台、追求“懒
经济”与“宅文化”、偏爱颜值与萌宠

等消费态度。他们崇尚的文化和价值
观越来越被大众接受，其影响力正与
日俱增。

“我们长期看好‘美好消费’的前
景。”名创优品联合创始人叶国富表
示，只追求性价比已经无法打动年轻
消费者，能给消费者带来快乐体验的

“美好消费”才是争夺年轻消费者的新
赛道。

如今，“Z世代”对消费市场的影响
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企业、品牌正针
对这一群体的消费习惯和喜好，进行
转型发展。

柠萌影业联合创始人陈菲是今年
的热播剧《三十而已》的制片人。在对
这类“爆款”产品的研究中，她发现，近
几年内容消费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
用户正在迭代，“Z世代”群体成为文娱
消费中占比约60%的主力人群。

“这些变化在倒逼我们自己进
化。”陈菲说，要生产更多“爆款”，就要

在补短板的基础上有极致长板，在充
分洞察用户的基础上做到超过用户预
期，在击中集体情绪的基础上做到价
值观引领。

小红书创始人瞿芳则发现了年轻
人热爱生活、热爱分享的特质。数据
显示，目前每个月有超过1亿的用户活
跃在小红书上，他们当中有72%是“90
后”用户，其中又有50%是“95后”的“Z
世代”。

“年轻人对于消费和服务体验的
分享，让小红书成了生活潮流的发源
地、消费趋势的塑造者。”瞿芳说，年轻
人与社交网络共生，需求更加个性与
自我，消费决策更加专业与理性，同时
期待更主动参与品牌建设，这些都是
值得企业把握的机遇。

徐雷表示，企业要更多关注行业
趋势变化，对消费者的关注怀有敬畏
心。“我们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避免温
水煮青蛙。”

“后浪”涌起！“Z世代”正成为新一届“消费担当”
新华社记者 张千千 姚均芳

近来，大葱、生姜等调味类蔬菜价
格涨幅较大，甚至较往年走出翻倍行
情。葱花、姜丝吃不了多少，但也是百
姓“菜篮子”里必不可少的品种，量足
价稳是民生所盼，不能总被“姜一军”。

这几年，蔬菜、肉类等农产品价
格大幅波动不时发生，影响到农民的
正常生产秩序和农产品的供求周期，
增加了市民的消费支出，增强社会对
价格通货膨胀的预期。“姜你军”“蒜
你狠”“向前葱”等这些调侃的背后，
是老百姓对农产品价格的关切。

蔬菜“过山车”行情中有供求的原
因。今年的生姜、大蒜涨价和去年猪肉
价格上涨类似，供不应求导致价格上涨。

蔬菜流通环节成本高，更给菜价
波动加码。社会普遍反映的农产品
产销不对接、从农民“菜园子”到市民

“菜篮子”，经过的“菜农-菜贩-产地
批发商-长途运输户-销地批发商-
菜贩-市民”多个中间环节，物流成本
居高不下、生产信息指导不足等深层
次矛盾，空喊多年仍难根本解决。

菜贱伤农，菜贵伤民。价格忽高
忽低，难以保证农民有稳定的种菜收
益；蔬菜价高，影响了城乡低收入群体
的生活质量。为了保护老百姓的“超
市自由”，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农业信
息体系、重视流通尤其是批发环节的
调控、着力生活必需品供给的稳定、消
除可能的囤积居奇等工作势在必行。

不能总被“姜一军”
张志龙

12月8日，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临夏县一非遗扶贫就业工坊，艺人
在制作砖雕作品。

临夏砖雕是甘肃临夏的传统民间
艺术，主要用于亭台楼阁、园林、民居

等的建筑装饰，以精细传神的雕刻技
艺、古朴典雅的艺术魅力而闻名。
2006 年，临夏砖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甘肃临夏有关部门和企

业积极发展壮大非遗砖雕产业，通过
“非遗+扶贫”模式，丰富砖雕产品类
型，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帮助当地群
众拓宽增收渠道。

新华社发（史有东 摄）

甘肃临夏：非遗砖雕产业拓宽增收路新华视点图片新闻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吴雨）中国人民银行9日发
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43万亿
元，同比多增456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1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171.49万亿元，同
比增长12.8%，增速比上月末低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0.4
个百分点。

分部门看，我国住户部门贷款增加7534亿元，其中以个人
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加 5049 亿元；企
（事）业单位贷款增加7812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11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217.2万亿
元，同比增长10.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2个和
2.5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61.86万亿元,同比增长10%，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高0.9个和6.5个百分点。另外，
11月份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2.1万亿元，同比多增7933亿元。

11月

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43万亿元

这是位于中山市小榄镇和东凤镇交接处的跨小榄水道连续
刚构拱桥。近日，中铁十一局承建的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硬
联通”重点工程——广州南沙港铁路跨小榄水道连续刚构拱桥完
成下弦管混凝土浇筑。该桥位于中山市小榄镇和东凤镇交接处，
主跨230米，结构全长451.7米。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