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宁波鼎一安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宁波鼎一安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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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实现和执

行贷款债权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的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鼎一安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坤盛资

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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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合并、分

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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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民事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鼎一安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 州 坤 盛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018年 9月 23日

公 告 清 单 单位：元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经理 联系电话： 0571-87974639

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 390号杭州科技金融大厦 8楼

宁波鼎一安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贷款合同编号 保证人名称

1 上海彭沪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9,00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 731171130014
上海曹安钢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周培

建、林媛、缪锦光、吴金莲

2 上海马兰物资有限公司 6,205,442.25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61120013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杨志舒、黄小丽

3 上海志涛贸易有限公司 7,402,072.56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61120025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4 上海中炬实业有限公司 9,750,192.17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61120017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5 上海鹏群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7,362,222.54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61120021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杨自香，叶锡龙、吴守

华、陈秀容

6 上海创有实业有限公司 5,534,889.40 （2012）沪银贷字第 731361120004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孙宏彬

7 上海军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9,00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 731171130009

上海创钢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彭宏物资有限公司、

上海宁裕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上海亿纳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上海曹安钢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刘勇飞、徐少惠、周培建、林媛、李天毅夫妇、吴

国山夫妇

合计 54,254,818.92

根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权转让安排，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
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
事实。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杭
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业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 州 坤 盛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2018年 9月 23日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6年 8月 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利息及其相关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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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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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021-60402914 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宣化路 300号华宁国际北塔 2303室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经理 电话：0571-87974639 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绍兴路杭州科技金融大厦八楼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盈欣泰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主债务人）
贷款本金

（截至 2016.8.31）
贷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次债务人）

1 上海龙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6,989,476.67 （2012）沪银贷字第731401120121号上海盈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群、尤朝杰、潘仙
梅、连高云

2 上海彭宏物资有限公司 5,963,395.03 (2012)沪银贷字第731421120048号 彭陈相、上海银广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周华瑞
3 上海钱库商贸有限公司 8,277,077.20 (2012)沪银贷字第731411120094号 上海瑞银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何晓斌、李爱鸿

4 上海龚泽物资有限公司 15,000,000.00 (2012)沪银贷字第731171120150号上海励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恒钢实业有限
公司、缪仙柳、周华建、缪先瑞、郑来伟

5 上海百锻工贸有限公司 14,90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731112130015号上海融真钢铁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融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陈晓玲、叶浩强

6 上海宝举贸易有限公司 7,473,344.29 （2012）沪银承字第731112124065号上海融真钢铁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融真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 上海星照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748,950.00 (2012)沪银贷字第731361120009号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绍恩、周伦英
8 上海广纵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5,175,629.69 (2012)沪银贷字第731361120030号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汤文宁、陈妙静

9 上海亘颉物资有限公司 9,000,000.00 (2013)沪银贷字第731171130007号 林睿、叶丽丹、上海曹安钢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周培建、林媛

10 上海安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645,898.91 (2012)沪银贷字第731321120104号 上海银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缪瑞侠、林柳、张瑞
春、李晓华

11 上海壹浩实业有限公司 3,495,027.08 (2012)沪银贷字第731321120091号 上海壹浩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盈科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郑群、郑若平、叶丽仙、连高云

12
上海龙久实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6,954,350.00 (2012)沪银贷字第731321120103号 上海银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缪瑞侠、林柳、张怀

玉、林柳雯

13 上海涛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868,045.00 (2012)沪银贷字第731321120111号 上海银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缪瑞侠、林柳、汤序
东、陈贵桃（曾用名陈建桃）

合计 100,491,193.87

■陈友骏

专家视点

安倍在经济和外交上进入“攻坚期”

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和日”首相，或为其最后一个任期

9 月 20 日，日本自民党公布了新一

届总裁选举的结果。不出所料，现任首相

安倍晋三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击

败了前干事长石破茂， 第三次成功连任

自民党总裁一职。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选

举结果也在程序上确保了安倍晋三未来

三年的日本首相任期。由此，若没有特殊

情况发生， 安倍就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

任期最长的首相。

对于政治世家出身的安倍晋三，新

开启的第三任期或许是其作为自民党总

裁、抑或是日本首相的最后一个任期，因

此，这一特殊任期的重要性就尤为突出，

这不仅关系到安倍能否顺利实现其主张

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信仰， 更关系到他能

否在日本历史中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

因此，这个任期可谓是安倍的政治“攻坚

期”，其基本的政治意图和重要的政策主

张等均会在这一段时间内集中爆发。

对于进入第三个首相任期的安倍晋

三而言，主要存在两方面的政治责任：一

是实施稳妥有效的经济政策， 提振日本

国内经济发展； 二是实施改革性的外交

政策， 突破若干传统外交瓶颈。 毫无疑

问， 上述两大任务均直接关系到安倍设

想的政治遗产。

第一， 能否促使日本经济摆脱通货

紧缩的“魔咒”，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是

未来安倍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 众所周

知，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就始

终徘徊在 “时好时坏 ”、甚至是 “长期向

坏”的边缘，也始终未能迎来日本国民所

期待的“再度繁荣”的景象。

对此， 很多日本的经济学家将这一

问题的根源归结为通货紧缩， 并认为只

要摆脱通货紧缩的桎梏， 日本经济就有

可能重新实现稳定增长， 甚至有机会恢

复至昔日的中速增长局面。受其影响，自

2012 年末启动的安倍政府就一直将通

货紧缩作为其治理国内经济的主要对

象，并将 2%的通货膨胀率作为衡量日本

国内经济是否成功摆脱通缩危机的判定

圭臬。为此，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紧密合

作， 依托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超规模的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意图尽快实现 2%的

通胀政策目标， 帮助日本经济彻底摆脱

通缩的掣肘。但事与愿违，拘囿于国内人

口的锐减、消费欲减弱、自然灾害、制度

性约束等各种因素的干扰， 日本国内经

济一直未能达到 2%的通胀率。更为糟糕

的是，由于连续多年的高额赤字财政，日

本的债务规模已远超安全警戒线， 未来

如何在控制债务规模与财政刺激政策之

间寻求平衡， 将是安倍政府必须解决的

首要难题。

其次，能否突破传统的外交局限，实

现若干政治破题， 也是未来安倍政府的

主要课题。就目前来看，摆在安倍政府面

前的外交选项还是颇多的， 如与俄罗斯

谈判签署和平条约；与朝鲜恢复谈判，实

现日朝关系的正常化； 与特朗普政府开

启日美 FTA 的谈判，构建日美双边性质

的经济同盟；当然，还有就是与中国加强

合作，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在亚太、乃至

全球范围内的建设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可选项较多，但

具有实际操作性、 或具备一定可行性的

选项其实并不多，而且，在部分问题上很

容易弄巧成拙，引发“胎死腹中”的后果。

综合来看， 与俄罗斯签署和平条约和中

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具有

较高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俄罗斯

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态， 愿意与日本在

年内就和平条约一事进行谈判， 凸显了

俄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积极立场， 也为解

决横亘在战后日俄关系发展中的一大障

碍提供了政治希望。此外，因中日关系已

逐渐恢复向好， 且双边政治经济互动也

日趋常态化，所以，未来中日双方在更广

范围、更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是可期的。

当然，政治遗产是可期的，但现实困

难也不可小觑。 就此次选举投票结果而

言， 首相安倍晋三获得国会议员票 329

票，党员和党友票 224 票，共计 553 票；

与之相比， 前干事长石破茂获得国会议

员票 73 票，党员和党友票 181 票，共计

254 票。 显然，相较于中央层面，安倍在

自民党地方层面的支持度不足， 缺乏广

泛的党内民意基础， 这势必会影响其在

中央层面的领导力和号召力， 也会阻碍

其推动相关政策在自民党内部的讨论与

部署。因此，地方层面的支持度缺失或许

会成为未来安倍执政的软肋， 更是制约

其形成必要政治遗产的主要障碍。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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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主教任命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据外交

部网站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超

同梵蒂冈代表团团长 、 教廷与各国关

系部副部长卡米莱利 22 日在北京举行

会谈 ， 并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

协议。

中梵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 推动双

方关系改善进程继续向前发展。

”报讯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

智库 “大家讲坛” 日前举行 《“一带一

路” 倡议的历史逻辑和当代实践》 报告

会，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党委书记、 副所长李国强研究员主讲。

讲座上， 李国强研究员分别从 “古

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回

顾” “‘一带一路’ 倡议的历史逻辑及

科学内涵” 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所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等几个方面， 为大

家做了宣讲， 并与在座学者进行了深入

研讨。

李国强指出， “一带一路” 倡议具

有深厚的历史基础， 它跟古代丝绸之路

之间有着丰富的内在联系。 古代丝绸之

路首次开辟东西方大通道， 是人类历史

上经贸交流的里程碑； 也首次实现了科

学技术大传播， 是人类社会和生产方式

巨变的孵化器； 古代丝绸之路首开人类

文明交流先河， 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

平交往的典范， 谱写了人类文明史的华

丽乐章。 “一带一路” 一端连着历史，

一端指向未来， 一端连着中国， 一端指

向世界， 但 “一带一路” 倡议不是古代

丝绸之路的复兴， 更不是古代丝绸之路

的翻版， 而是一次伟大的超越。

李国强强调， “一带一路” 倡议的

终极目标就是要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

体”。 该倡议之所以是宏篇布局， 就在

于它不是一般的单纯的经贸合作的计

划， 而是在政治、 经贸、 人文三个方面

同时推进 、 共同发展 ， 这是 “一带一

路” 倡议重要特征之一。 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为核心

的丝路精神里蕴含了非常丰厚的内涵，

需要我们在 “一带一路” 的建设当中，

秉持、 传承和发扬好。

来自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 中国海

洋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和智库的

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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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国为遇难者哀悼 ４天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 ９ 月 ２２

日电 （记者李斯博 高竹） 坦桑尼亚

官员 ２２ 日说， 该国西北部姆万扎省

发生的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 １５６ 人

死亡。

坦桑尼亚工程、 交通和通讯部部

长艾萨克·坎姆威尔乌在接受采访时

说，救援人员当天上午又打捞出 ２５ 具

遗体，沉船遇难者人数升至 １５６ 人。

姆万扎省省长约翰·蒙盖拉 ２１ 日

说， 已有 ４０ 名乘客获救。 坦桑尼亚

总统马古富力 ２１ 日宣布， 从当天起，

坦全国为沉船事故遇难者哀悼 ４ 天。

沉船事故发生在姆万扎省的维多

利亚湖。 现场目击者说， 船只即将靠

岸时发生倾覆。

由于超载和船只老旧等原因， 坦

桑尼亚沉船事故时有发生。

22日 ， 在坦

桑尼亚西北部姆

万扎省 ， 救援人

员运送沉船遇难

乘客遗体。

新华社发

“非遗”月饼20层起酥惊艳味蕾
（上接第一版）如今，“老桥头”在惠南镇

城西路设立了总店， 又陆续拓展出三家

分店。

除了老牌的鲜肉月饼， 樊亮亮还开

发出鲜肉咸蛋黄、 冰淇沙等新品种， 把

以前只在乡间叫卖的老桥头搬上了电

商网站 ， 希望让传统点心技艺继续发

扬光大。

“三揉三醒”，起酥要捏足
20 层

在惠南镇， 老桥头的名气可以说是

响当当的。“每年中秋我都会来买上十几

盒，”居民袁小姐是熟客，“不仅留几盒自

己吃，还要快递给亲戚朋友，让他们也尝

尝。 ”按照她的说法，老桥头月饼最赞的

就是酥皮，“一口咬下，层次感令人惊艳。

即使隔天再吃，仍不失原来的风味。 ”

袁小姐口中的“惊艳”正是源自老桥

头的独门绝技。原来，一般的厂商往往采

用现代流水线大批量生产， 这种用机械

加工出来的月饼，必须趁热就吃，才会显

得酥松，如果冷却后再食，口感就会显得

硬实。 而老桥头月饼采用了“三揉三醒”

的醒发方式，让面粉自身充分发酵。起酥

时，要捏足足 20 层，这样加工出来的月

饼，就可以“冷热”食用始终保持酥松香

脆的口感。

“我们制作一只月饼胚需要近四小

时，是传统酥式月饼制作时间的三倍。 ”

据樊亮亮介绍，虽然制作步骤比较麻烦，

但只有坚持这样的操作， 才能保持住老

桥头的吃口。

正是凭借着独具特色的传统醒发工

艺，老桥头已被列入浦东新区“非物质文

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酒香还怕巷子深

对于老桥头来说，入选“非遗”肯定

是一件喜事。 但老桥头月饼也面临着制

作技艺保护与传承等一系列问题。

在浦东新区非遗办的专家看来，要

保护好“非遗”，一是要有传承人，把技艺

传承下来，二是要让更多市民能够了解、

喜欢，“只有走入生活，‘非遗’ 才真正拥

有生命力，而这方面，食品‘非遗’天生具

有优势。 ”

这两年的 “网红” 月饼之所以能走

红，大多是因为在口味上翻花头，满足了

现代人求新求变的心理。 而老桥头讲究

的是酥皮口感，尽管已累积了大批熟客，

但同样需要创新。樊亮亮告诉记者，自己

正在深入挖掘传统的制作技艺， 希望结

合最新的饮食需求， 开发出更多口味和

新产品。

另一方面，“酒香还怕巷子深”，“非

遗”保护也离不开更大力度的推广宣传。

惠南镇宣传文化部门负责人表示， 该镇

每年安排一定资金专门用于保护传承、

做大做强非遗文化 ，“希望通过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把老桥头月饼打造成为更

具知名度的浦东特色美食。 ”

就瑞典电视台辱华节目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９ 月 ２２ 日电 中

国驻瑞典大使馆 ２２ 日就瑞典电视台 ２１

日播出辱华节目提出强烈抗议。

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指

出， ２１ 日晚， 瑞典电视台 “瑞典新闻”

栏目播出恶劣辱华节目， 该栏目主持人

耶斯佩尔·伦达尔 “发表恶毒侮辱攻击

中国和中国人的言论 ， 我们对此予以

强烈谴责 ， 已向瑞典电视台提出强烈

抗议”。

发言人说， 瑞典电视台有关节目内

容和伦达尔的言论 “赤裸裸散播、 宣扬

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公然挑起煽动针

对中国及其他族裔的种族仇视和对立，

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省及西藏部分

地区，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关节目已经突破了人类道德底线， 严

重挑战人性良知， 严重违背媒体职业道

德。”

发言人还表示， 就瑞典电视台有关

节目负责人辩称这是娱乐节目的答复，

“我们坚决不能接受。 我们敦促瑞典电

视台及有关栏目立即道歉， 并保留就此

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9方称是“国外政权”招募的恐怖分子发动了袭击
”报德黑兰 9 月 22 日专电 （驻德

黑兰记者朱宁）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

22 日， 在伊朗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

瓦士举行的纪念两伊战争爆发 ３８ 周年

的阅兵仪式上， 多名不明身份的枪手向

人群开火， 导致至少 29 人死亡， 60 多

人受伤。

根据网络上流出的视频显示， 阅兵

仪仗方队正在行进之时， 突然传来声声

枪响， 人群闻声十分惊慌， 开始四处逃

散，随后警笛大作。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

多名武装分子身穿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

制服混进阅兵式现场， 其中有两人骑着

摩托车。 枪响大约持续了 10 分钟，随后

伊朗安全部队赶到并还击， 击毙了 3 名

枪手，1 名枪手受伤，送医后宣布死亡。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遇难者包

括数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 一名记者

和数名观看阅兵式的民众。 伊朗很少发

生针对军方的袭击。 据称这是伊斯兰革

命卫队遭受最为严重的袭击之一。

伊朗多地 22 日举行两伊战争纪念

日阅兵式。阿瓦士袭击发生时，伊朗总统

鲁哈尼正在首都德黑兰检阅部队。

伊朗方面将该事件定性为 “恐怖袭

击”。伊朗反政府武装“阿瓦士全国抵抗”

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支持者声称制造

这起袭击，但都没有提供证据。伊朗革命

卫队发言人谢里夫宣称， 袭击者隶属于

沙特阿拉伯支持的恐怖组织。

袭击发生后，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第一时间发表推特称，国外政权招募、培

训、武装了这几名恐怖分子。伊朗认为是

该地区的恐怖分子支持者和他们的美国

主子策划了此次袭击。伊朗将果断、坚决

地捍卫伊朗人民的生命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