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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是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在全
球外汇储备中的地位仅次于美元、欧元和
日元。到目前为止，英国脱欧一波三折，正
在动摇国际社会对英镑的信心，并影响其
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英国行业期刊《中央银行业杂志》最近
对多国央行高管的一项调查显示，有四分
之三的银行经理表示将减少对英镑的持有
头寸。参与这项调查的80位央行高管所
在行共持有7万亿欧元资产。央行高管如
此看淡英镑，势必削弱英镑在国际货币市
场上的地位，并将显著增加英国政府在国
际市场的借贷成本。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英镑一直是国际
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英镑资产在全球官方
储备中所占比例为4.5%。

长期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受益于英镑
的强势货币地位。英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

字在全球排名居前，每年依赖上千亿英
镑资本流入才能实现收支平衡，弥补这
一缺口。英国央行行长卡尼将巨额资本
流入形象地称为“陌生人的好意”。自
2000年以来，各国央行每年平均积累相
当于 300 亿美元的额外英镑储备，这填
补了英国至少四分之一的资本赤字。

但是，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正
在悄悄地改变这一切。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脱欧触发的动荡是银行储备经理们
不乐意看到的。《中央银行业杂志》发行
人尼克·卡佛尔分析称，“银行储备经理
认为，脱欧对市场交易和后台管理都具
有破坏性”。

事实上，脱欧正在改变英国经济的

命运。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英国经济去年的增长率仅为 1.4%，是
2012 年以来最糟糕的表现。路透分析师
指出，英国经济增长放缓，汽车、钢铁等制
造业表现明显疲软，建筑业也表现不佳。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认为，2019年
英国经济增长率预计为1.6%，将从全球第
五大经济体滑落到第七大经济体。对于本
国的经济前景，英国商会的预测更加悲观，
认为今年英国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放缓至
1.3%，商业投资增长率将仅为 0.1%，远远
低于早前 1.2%的预期。汇丰银行发表报
告称，脱欧使英国经济总量降低1.5%。

脱欧对英国经济的冲击，动摇了国际
评级机构的信心。标准普尔已经取消了英

国“AAA”主权信用评级。惠誉将英国
的评级从“AA+”下调至“AA”后，连
续4年一直保持“负面展望”。更为糟糕
的是，惠誉不久前表示，英国的信用评级
将“再次下调”。

经济疲软，英镑自然难以坚挺。汇丰银
行、瑞银等多家金融机构均发布报告，认为
英国脱欧将导致英镑贬值。全球最大资产管
理公司贝莱德甚至表示，英国脱离欧盟可能
会出现一次“英镑危机”。在脱欧进程中，英
国商品服务贸易停顿、境外直接投资放缓，
这对英镑来说都是利空。实际上，自2016年
英国脱欧公投以来，英镑对美元汇率已从
1.45下滑至1.30下方。市场最担忧的是，英
镑大幅下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国际投
资者对英国企业及其资产的信心。

如今，随着央行高管们对英镑的信心
出现动摇，各国对英镑的持有比重即便略
微下滑，都可能对英国财政状况造成相当
大的影响。若英国财政状况出现恶化，将
进一步影响英国经济整体表现，加剧英镑
下行压力，最终损害英镑的全球储备货币
地位。

英国脱欧影响英镑国际货币地位
徐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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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京电 记者苏海河报道：日本内阁府日前
公布了今年3月份景气动向指数速报值，显示景气现
状的指数仅为99.6，环比下降0.9%，日本内阁府对日
本经济基本情况的判断从“局部下行”下调为“恶化”。
这是自2013年1月份以来首次作出的严峻判断。

景气动向指数是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依据。
自 2008 年开始实施该统计方式以来，该指数曾经在
2008 年 6 月份至 2009 年 4 月份、2012 年 10 月份至
2013年1月份两次出现“恶化”，事后也均被认定为经
济衰退。

该指数统计内容包括生产、库存、投资、就业、消费、
企业经营、金融、物价服务等主要经济领域。在统计指
数低于上月、近期走势达到一定明确标准后，系统自动
计算出结果，其判断种类分为“改善、停滞、局部变化、恶
化、停止恶化”5档。在此次统计中，矿工业生产等5项
经济指标出现下滑，这个判断是5档经济形势中倒数第
2档。据分析，主要原因是美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影响国
际贸易发展，日本企业生产、出口均受到影响。一些日
本经济专家开始担心此轮经济增长到此终结。

此间分析指出，这一景气判断将影响本月下旬发
布的月度经济形势报告。日本今年7月份将举行参议
院选举，10月份计划增加消费税。景气形势对选举走
向和政策决定将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景气动向指数“恶化”

本报金边电 记者张保报道：中国援助柬埔寨体
育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暨“铁军杯”劳动竞赛启动仪式
日前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据介绍，柬埔寨体育场
项目位于金边，占地面积约 16.22 公顷，总建筑面积
8.24万平方米，总工期40个月。建成后将是一座拥有
6万个座位的特级体育场，也是一个集体育比赛、集会
演出、商务办公、餐饮住宿、展览会议和购物为一体的
综合性多功能场所，并将作为2023年东南亚运动会主
会场。

柬埔寨旅游大臣唐坤表示，柬埔寨国家体育场经
过 20 个月的建设，工程建设已过半，看台建设完成
70%。中国政府援助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有助于促进
柬埔寨体育运动及文化事业发展。

中国驻柬使馆经济商务参赞李岸表示，作为“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工程，柬埔寨体育场建设受到了各方
高度关注，体育场整体造型恰似一艘帆船，象征着两国
在和平稳定发展环境中并肩前行的信心，见证了中柬
友谊深厚绵长。援助柬埔寨国家体育场是中国政府迄
今对外援助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体育场。建成后
将成为柬埔寨的国家名片，有望促进柬埔寨文化、体
育、教育和社会事业发展。

据承建单位中国建筑集团援柬体育场技术组组长
王群清介绍，主体工程完成后，后续还面临多个建设节
点，中国建筑集团将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中国援柬体育场主体结构封顶

本报河内电 记者赵青报道：根据越
南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国家数字化转型提
案，到2025年，越南将努力成为东盟数字
化最领先的国家之一，其中数字产业产值
将至少达到GDP的25%。

该提案提出了至2030年面向数字化
越南实现转型的愿景，希望通过运用数字
技术，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
可持续发展。提案草案还规划了越南数字
化转型的路线图，将整个进程分为3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2019年至2020年，经济
社会一些领域实现数字化；第二阶段为
2021年至2025年，在国内和世界上将数
字化变成竞争优势；第三阶段为2026年
至2030年，越南争取全面实现经济社会
数字化。

越南提出数字化转型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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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新岸控股2号香
港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
让给新岸控股2号香港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
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新岸控股2号香港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破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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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 让 方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方 式 ：谢 先 生（13926008199）、张 先 生

（13703317789）、曾先生（15521213132）、020-87085764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受让方：新岸控股2号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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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名称

秦皇岛龙汇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

秦皇岛龙汇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

唐山市铭元实业有限
公司

唐山嘉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唐山嘉润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承德中岳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
权

遵化市亿达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

河北泽澳纺纱有限公
司

唐山市丰润区万嘉钢
铁有限公司

唐山法立德清真食品
有限公司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
药有限公司

原贷款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秦皇岛西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西山道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承德住房城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滦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建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古冶支行

借款合同号
04040109-2014（承兑协
议 ） 00005 号 、
0040400109-2014（承兑
协 议 ） 00007 号 、
0040400109-2014年（西
港 ） 字 0042 号 、
0040400109-2014年（西
港）字0046号

建2014LD-018号

2014GNBL-003号

2015唐银贷字第BC006号

2015唐银贷字第BC007号

13101200900004675

XMRZ2010-01固定资产
贷款合同、2011-03固定资
产贷款合同补充协议、《协议
书》于2012年12月31日签
订

2015唐银贷字第BC048号

2015唐银贷字第BC049号

建唐滦南支2015-LDZJ-
01《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
建唐滦南支2015-LDZJ-
01-补001《人民币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的补充协议

2014唐银贷字第AA001号
【（2014）唐 银 贷 展 字 第
ZC001号、（2015）唐银贷展
字第T101号】

2014唐银贷字第AA002号
【（2014）唐 银 贷 展 字 第
ZC002号、（2015）唐银贷展
字第T102号】

04030118-2013年（建北）
字0033号

（0040300016- 2014 年
（展）字0001号）
04030118-2014年（建北）
字0023号

（0040300016- 2014 年
（展）字0002号）
2009年第03号
2009年第04号
2009年第05号
2009年第06号

担保人名称

青龙满族自治县德龙铸业开发有
限公司、秦皇岛龙汇工贸集团有限
公司

余静龙、张宏秀、秦皇岛龙汇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

余静龙、张宏秀、秦皇岛龙汇工贸
集团有限公司、余静龙

唐山市铭元实业有限公司、唐山君
丽文华传媒有限公司、唐山市曹妃
甸区金旭建材加工有限公司、高丽
君、段凯、段鹏飞

唐山市铭元实业有限公司、唐山君
丽文华传媒有限公司、唐山市曹妃
甸区金旭建材加工有限公司、高丽
君、段凯、段鹏飞、唐山润田实业有
限公司、田子燕

李乃珍、曹文福、唐山嘉润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
文福、李乃珍

毛桂青、王月华、化德县博远镍铁
有限责任公司

毛桂青、王月华、化德县博远镍铁
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泽澳纺纱有限公司、
王永良
全丽平

张建伟、刘帼超、李永彬、王海滨、
李祥、李永新、唐山市丰润区冠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山市丰润
区宏伟钢铁有限公司、张义利、唐
山市丰润区浩冶轧钢厂

张建伟、刘帼超、李永彬、王海滨、
李祥、李永新、唐山市丰润区冠城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唐山市丰润
区宏伟钢铁有限公司、张义利、唐
山市丰润区浩冶轧钢厂

唐山法立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李
淑香、吴连生、王来成、慎凤云

唐山法立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李
淑香、吴连生、王来成、慎凤云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蒋跃勇

担保合同号

04040109-2011年西港（抵）字0011号、
04040109-2013年西港（抵）字0002号

建2014ZRRBZ-18-01号自然人保证合同、
建2014ZRRBZ-18-02号自然人保证合同、
2014DCZY-18号动产质押合同
2014ZRRBZ03-01自然人保证合同
2014ZRRBZ-03-02自然人保证合同
2013ZGEDY-01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4ZGEDY-003最高额抵押合同
2015唐银最抵字第B003号、2015唐银最
保字第B006号、2015唐银最保字第B007
号、2015唐银最保字第B008号、2015唐银
最保字第B009号、2015唐银最保字第B010
号
2015唐银最抵字第B003号、2015唐银最
保字第B006号、2015唐银最保字第B007
号、2015唐银最保字第B008号、2015唐银
最保字第B009号、2015唐银最保字第B010
号、2015唐银保字第B001号、2015唐银保
字第B002号
13901200900041593、
13901200900041591、
13902200900010393

BZ2010-01自然人保证合同、DY2010-01
抵押合同、DY2010-01（补充协议）抵押合
同

2013唐银最抵字第A016号、2013唐银最
保字第A077号、2014唐银最保字第B082
号
2013唐银最抵字第A016号、2013唐银最
保字第A077号、2014唐银最保字第B082
号

2015-001《抵押合同》、2015-001《自然人
保证合同》

2013唐银最抵字第A023号、2013唐银最
保字第A119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120
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121号、2014唐银
保字第Z003号、2014唐银保字第Z007号、
2014唐银最保字第Z012号、2013唐银最保
字第A122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123号
2013唐银最抵字第A023号、2013唐银最
保字第A119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120
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121号、2014唐银
保字第Z006号、2014唐银保字第Z008号、
2014唐银最保字第Z012号、2013唐银最保
字第A122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123号

04030118-2013年建北（抵）字0029号、
04030118- 2014 年（保）字 0019 号 、
04030118-2014年（保）字0021号

04030118-2013年建北（抵）字0029号、
04030118- 2014 年（保）字 0020 号 、
04030118-2014年（保）字0022号

抵2009年第03号、自2009年第03号
抵2009年第03号、自2009年第04号
抵2009年第03号、自2009年第05号
抵2009年第03号、自2009年第06号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21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
药有限公司

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
公司

河北运鹏物流有限公
司（唐山市丰润区融浩
仓储有限公司）

河北集川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
限公司

唐山市天冠商贸有限
公司

河北鑫长达钢铁有限
公司

唐山金地重型机械有
限公司

唐山浩翔纺织有限公
司

唐山鑫鼎起重设备安
装租赁有限公司

唐山市冀东生化制药
有限公司（唐山市冀东
制药厂）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古冶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复兴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唐山市古冶
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唐山西山道
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丰南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中国银行唐山分行新区办
事处
中国银行唐山市新区办事
处

2010年第1号
承2010年第2号
承2010年第3号
2013唐银贷字第ZH009号
【（2014）唐 银 贷 展 字 第
DC001号、（2015）唐银贷展
字第ZH001号】

2015唐银贷字第ZH012号

FXL-2013-014

13101200700002938

13101200700002937

13101200800000093

2015唐银贷字第E113号

2013唐银贷字第AA053号

2014唐银贷字第IC009号
【（2015）唐 银 贷 展 字 第
D101号、（2015）唐银贷展
字第D103号】

LT- 2013- C011、2014-
LDZJZQ-02

建唐丰2015-C004-001

建唐丰2015-C004-002

2001流7031号

2002年流字6019号

2002年流字6029号

新技字01号

新技字02号

2001年流字字9014号

1997年12月25日金额130
万元人民币97年第971225
号
1991年12月4日金额415
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
1992年10月26日金额250
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

98年技字第0114号

96年技字第96001号

1993年签11月15日金额
500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
1995年12月31日金额700
万元人民币951231号《人民
币资金借款合同》

98年流字第980107号

97年流字第97820号

99年流字（990630）号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蒋跃勇

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王友金

迁西县远洋食品有限公司、王友金

河北运鹏物流有限公司（唐山市丰
润区融浩仓储有限公司）
王国艳、刘凤久
王国苓
河北申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蒋跃
勇
河北申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蒋跃
勇

唐山兴业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景德贸易有限公司
闫微
闫占新

唐山安泰钢铁有限公司、
唐山现代商贸有限公司、
高雄、陈薇

河北鑫长达钢铁有限公司、唐山市
冠益翔型煤有限公司、吴长明、王
玉霞
唐山金地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原名
唐山金地重型水泥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唐山滦州重型工程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曹明利、陈秀艳

唐山浩翔纺织有限公司、
曾建华、利尹淇

唐山鑫鼎起重设备安装租赁有限
公司、何建录、鲁玉琴、唐山金马建
材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图煤炭有限公司徐家楼
分公司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图煤炭有限公司徐家楼
分公司、唐山市特殊耐火器材厂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图煤炭有限公司徐家楼
分公司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图煤炭有限公司徐家楼
分公司、唐山市特殊耐火器材厂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图煤炭有限公司徐家楼
分公司、唐山市特殊耐火器材厂

唐山集川药业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唐山市宏图煤炭有限公司徐家楼
分公司、唐山市特殊耐火器材厂

唐山义龙纺织集团公司

-

河北省迁安化肥厂

唐山市商业大厦

唐山市商业大厦

-

-

唐山义龙纺织集团公司

唐山义龙纺织集团公司

-

抵2009年第03号、自2010年第1号
抵2009年第03号、自2010年第2号
抵2009年第03号、自2010年第3号

2013唐银最抵字第Z007号、2015唐银应质
字第ZH001号、2015唐银最抵字第ZH022
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Z025号

2015唐银最抵字第ZH022号、2015唐银保
字第ZH030号

建质2013-010动产质押合同
2013-024自然人保证合同
2013-025自然人保证合同

13901200700025064

13901200700025061

13906200800000018
13906200600000199
13901200800002847
13901200800002857
13901200800002855
2014唐银最抵字第F016号

（2015）唐银保字第E001号
（2015）唐银保字第E002号
（2015）唐银保字第E003号
（2013）唐银抵字第A002号、2013唐银最
抵字第A017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082
号、2013唐银最保字第A080号
2013唐银最抵字第F003号、2013唐银最
抵字第F004号、2015唐银最应质字第D101
号、2014唐银最保字第I016号、2015唐银
保字第D101号
2013-012抵押合同
2013018自然人保证合同、2014018自然人
保证合同
建唐丰2015-C004-DY001《最高额抵押合
同》、建唐丰2015-C004-DY-002《最高额
抵押合同》、建唐丰2015-C004-BZ-001

《自然人保证合同》、建唐丰2015-C004-
BZ-002《保证合同》
新保字01号、
新保字02号、
2001年抵字第01号
2002年保字6019号、新保字01号、新保字
02号、2001年抵字01号、ys-2009-019、
ys-2009-020

新保字01号、新保字02号
2001年抵字第01号

新保字01号、新保字02号
2001年抵字第01号
ys-2009-019
ys-2009-020

新保字01号、新保字02号、2001年抵字第
01号、ys-2009-019、ys-2009-020

新保字01号、新保字02号、2001年抵字01
号
ys-2009-019
ys-2009-020

97年12月25日《保证合同》

-

1992年10月24日《不可撤销担保书》

98年1月13日《不可撤销担保书》

96年12月30日签订《保证合同》

-

-

98年保字第980107号

97年保字第0820号

-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与新岸控股2号香港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下转第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