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于商业化收购并重组海南天
邑一户贷款债权进行处置，相关情况见下表（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

处置方式：整体转让及其它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
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
员除外）。

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
（http://www.gwamcc.com)。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扰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
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方先生、孙先生 联系电话：021-50878880

通讯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333号金砖大厦 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封先生 联系电话：021-6886920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8年 10月 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债权一：

序号债务人 债权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方式 担保人 抵押物 备注

1
海南天邑
国际大厦
有限公司

600,000,000.00

815380000
（以生效判
决 计 算 为
准）

保证 、抵
押、质押

北京金海
投资有限
公、刘毅 、
李玲青

海南天邑国际
大厦 62910.85

平米房产及相
应土地使用权

债权本金
其中 4000

万元为名
股实债

■本报记者 姜澎

规则程序明确了，事情就好办得多
多层住房加装电梯工程像一款热

门应用， 从上线那天起就被全市的老
旧小区关注， 最早 “吃螃蟹” 的用户
基本上边使用边 “吐槽” ———装一台
电梯怎么就那么难？ 最经典的 “槽点”

无疑就是大家统计出来的 46 个章。

现在回过头想， 当时加装电梯还
是个案， “早期用户” 太少， “后台”

还没研发出标准程序， 钱谁来出？ 工
程标准谁来定 ？ 审批流程谁来把控 ？

这些 “模块” 通通都不存在。 但在各
方努力之下 ， 这款 “应用 ” 很快迭
代， 不断自我修复、 自我完善。 最近
几年每次采访加装电梯案例， 都能感
受到项目便捷程度的提升， 补贴标准
明确， 审批流程简化， 社区之间互相
传播成功经验、 形成工作手册， 很多
地方还成立专门辅导加装电梯的第三

方机构。

规则和程序的明确， 倒过来给了
当事人信心———在早期， 很多跃跃欲
试的小区甚至走不到 “盖章 ” 阶段 ，

往往在民意征询关口就没戏了。 要让
一群居民出钱 （数字还不小） 完成某
项涉及公共利益的社区事务， 必须要
让大家看到可预期的、 于己有利的结
果， 规则、 程序和 “先例” 能够起到
这种作用。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则是共识
教育。 越来越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
案例， 提供的不仅是工程模板， 更是
理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教案，

它帮助人们摆脱 “政府包揽” 的思维
模式， 并思考 “个人” 与 “公共” 的
边界， 思考个人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
角色、 权利、 义务。

■本报记者 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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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为了加快打造卓越的全球

城市、 亚洲医学中心城市， 推动上海健康服务业集聚化、 融

合化、 特色化、 高质量发展， 今年 7 月 24 日， 上海市政府

发布 “健康服务业 50 条” （《关于推进健康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一流医学中心城市的若干意见》。 近日， “健康

服务业 50 条” 指引下的一个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重要项目

顺利落地： 国际医院可使用医保结算部分医疗费用。

“健康服务业 50 条” 提出： “鼓励高水平社会办医疗

机构参照公立医院同等价格政策或病种费用标准， 提供基本

医疗服务。 对在高水平社会办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病人， 基

本医疗服务的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公立医院同等收

费标准予以结算， 非基本医疗服务费用由病人自费。 鼓励社

会办医机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医疗质量管理体系， 开展国际

标准认证。”

国庆前后， 在上海市医保、 卫生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上海首家外资综合国际医院———位于徐汇区， 拥有 500 张核

定床位并与美国麻省总医院战略合作、 联合挂牌的上海嘉会

国际医院宣布通过测试， 率先成为沪上首批高水平社会办医

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这意味着即日起， 前往嘉会国际医院

就医的患者， 凡持有上海市社会医疗保险， 即可在享受国际

标准医疗服务的同时， 行使与公立医院同样的医保结算权

力。 而对国际医院自主定价体系中医保无法覆盖的差价部

分， 则以自费方式结算。 根据测试患者数据来看： 前往该医

院就医的患者用医保结算就医总费用约为 10%至 20%， 部

分重症如肿瘤患者最高可达 40%就医费用用医保结算。

据了解， 嘉会国际医院的患者群体覆盖全面———既有在

沪生活的外籍人士， 也有对健康生活品质怀有美好向往和更

高追求的本市居民。 在测试期首周内， 每日使用医保就诊的

患者数就已占到就诊总数的 5%。

成人精神问题很可能始于少年时代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 成人

心理精神问题不少起病于少年时代， 昨

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 今年的主题为

“世界变革中青年人的精神健康”， 关注

青少年心理健康。

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卫生

联盟 （WFMH） 于 1992 年发起 ， 旨在

提高政府部门、 社会各界， 广大群众对

精神卫生疾病的认识与重视。 青春期也

是很多精神疾病的起病年龄， 国家卫健

委以 “健康心理， 快乐人生———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 为主题响应今年世界精

神卫生日的主题， 这也是自 2004 年精

神卫生日后， 我国第二次将焦点投向青

年人群体。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蔡军

称， 证据显示， 许多精神健康问题就始

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 大约有一半的精

神健康问题在 15 岁之前就会暴露， 四

分之三的精神疾病患者第一次出现精神

症状就在青年时期， 一些精神疾病的高

发年龄也在青年时期。 因此， 青年人一

直是精神卫生问题的高危人群和高发人

群。 而且， 青年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不仅

影响到青年人自身的健康、 学业、 社交

能力和发展潜能， 还会迁延至成年甚至

终身， 给家庭、 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 由于社会认知、 政策、

歧视、 偏见等因素， 青年人的精神健康

问题并没有引起家庭和社会的足够重

视， 讳疾忌医者并不少见， 由此而引发

的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也屡见不鲜。

昨天， 市卫生计生委和市教委联合

举办了一场以 “新生代、 心健康” 为主

题的大型宣传活动， 旨在唤起全社会对

青年人群心理健康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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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优质资源辐射到雪域高原
中国福利会与日喀则市开展对口交流合作

本报讯 （记者张鹏 ） 昨天 ， 中国

福利会与西藏日喀则市教育代表团在

上海宋庆龄学校举行对口合作系列签

约活动 ， 推进两地在学前及学校教育

领域的交流互动 、 资源共享和特色互

补 。 未来 ， 中福会依托在妇幼保健 、

校内外教育 、 少儿文化及社会福利等

领域的完善事业链和优势 ， 通过 “组

团式 ” 结对共建 ， 将优质资源辐射到

雪域高原 ， 惠及更多少数民族地区妇

女儿童。

目前， 中福会在新疆喀什、 四川大

凉山、 贵州遵义和云南文山等地已开展

医疗、 教育和文化等系列帮扶。 按照上

海市委市政府有关对口援建日喀则的要

求， 今年 8 月， 中福会专程赴拉萨及日

喀则地区江孜、 拉孜、 定日、 亚东、 萨

迦等五县， 实地了解当地妇女儿童事业

发展情况， 正式启动对口援藏 “格桑花

计划”。

据悉， 作为对口支援的首批项目，

上海宋庆龄学校与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

签订 “姊妹学校” 合作协议， 通过师资

互培、 教学资源联动、 多元文化交流及

学生互访活动等进一步丰富课程体系和

科研资源， 提升两校教师队伍水平和教

育教学质量。 学前教育项目合作则依托

中福会丰富的 0-6 岁婴幼儿保教实践

探索和理论创新， 通过管理人员跟岗进

修、 专家讲座带教、 实地教学交流和园

所建设指导、 以及互联网远程教研等，

以点带面促进日喀则地区学前教育在婴

幼儿营养膳食、 课程建设以及家园互动

等方面整体水平提升， 并不断扩大辐射

影响。

中福会下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少年宫及出版社等单位将逐步对接日喀

则地区相关单位， 在妇幼保健医疗、 青

少年素质培养及出版物编撰等领域开展

广泛交流合作。

画家李斌根据

卢新华小说 《伤痕》

创作的油画作品。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 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报》刊登的一篇短篇小说《伤
痕》轰动了全国，并且形成了“伤痕文学现象”。这篇小说喊出了
广大读者的心里话，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电梯来了，20多年老住宅将告别“爬楼史”

长宁区正在开展“精品小区”建设，把新泾六村等老公房小区整饬得宜居且“美貌”

长宁区老公房小区新泾六村很快

就要有第一台电梯了 ，12 号楼住户将

告别“爬楼史”。新泾六村的户籍居民多

是上世纪 90 年代随小区落成而入住的

那批住户，房子“长”了二十几岁，他们

也齐齐步入老龄，如今小区户籍人口老

龄化比例高达七成左右。

大家想装电梯不是一年两年，眼见

沪上试水成功的小区越来越多，新泾六

村也在去年行动起来。目前小区已有六

栋楼的六台电梯项目顺利立项， 其中

12 号、16 号楼两台电梯正在施工，其余

四台正在办理手续。 进度最快的 12 号

楼，有望年底竣工。

“美貌”小区缺一台电梯

位于金钟路 340 弄的新泾六村是

标准的上海老式公房， 共有 20 幢六层

住宅 、1128 户住户 。 长宁区正在开展

“精品小区” 建设， 这里楼与楼间距开

阔，新粉刷过的外立面让小区外观显得

特别清爽———如果能安装上电梯，那就

可以说是“全面升级”了。

去年 3 月 ，12 号楼决定启动加装

电梯工程。 退休居民庄志军牵头，在楼

里组建一支五人筹备小组，两人负责外

联、两人负责内勤，一人专职管账。他们

相继考察了普陀、杨浦、静安三区以及

长宁本区的成功项目，再反复比对自己

这栋楼的情况，觉得“很有戏”。

“我们一梯四户，底楼不住居民，是

物业公司的办公场所；地下管线正好避

开电梯基础，不需要再花几万块钱调整

水电煤管线的位置。 这个条件可太好

了。”庄志军说，加装电梯需要全楼征求

意见，要求居民意愿征询通过比例达到

90%，并且没有人明确反对。

不久前， 本市有关部门发布消息，

今后上海将考虑适当放宽老房子加装

电梯工程的启动门槛———把居民意愿

征询通过比例从 90%放宽到三分之

二 ，同时保留 “无居民明确反对 ”的要

求。 庄志军觉得这个做法把准了 “痛

点”，“有的项目忙了一年半载， 等到万

事俱备，就因为那么一户两户不愿意投

赞成票，所有付出全都打了水漂。 ”

居民自治更“走心”

新泾六村居委会主任陈锡亮介绍，

这两年老小区加装电梯流程越发成熟，

从计划立项、规划审批、房屋安全论证，

到获取施工许可、质量技术监督、竣工

验收，各个环节该做什么、要盖什么章

都非常明确。居委会在电梯工程中的角

色也变得清晰———搭建沟通协商平台，

引导和帮助居民以自治方式推进工程，

“以前加装电梯有 60 多个步骤、 要盖

40 多个章。 前两年市里简化了手续，审

批事项少了，审批章也减少到 15 个。 ”

居委会发现，小区公共设施的安装

维护，比起交给政府全权代劳，居民自

主管理、 自主负责的方式往往更 “走

心”。安装一台电梯，整个工程耗费六七

十万元， 除了政府按照施工金额 40%

给出的补贴（最高不超过 24 万元/台），

其余费用分摊到各家， 少的几千元、多

的几万元，出过钱、出过力的居民都对

电梯工程分外关心。

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
的纠缠中

12 号楼 20 户住户，有的人家同意

安装电梯但不愿意出钱，本该分摊到他

们头上的费用，就得由其他人家按比例

再次分摊。不巧，楼里还有一家困难户，

夫妻两个同住，五十多岁的丈夫中风瘫

痪，妻子辞职在家照料。 他们跟庄志军

说：“老庄，我们愿意出钱，但是身上真的

没有那么多钱。”筹备小组又召集楼里居

民商议，最终大家决定，困难居民只出自

己本该出的那份， 因为其他住户不出钱

而必须“凑份子”的部分，全楼居民共同

“赞助”。 通常政府补贴的金额要在项目

竣工验收之后才能发放， 为了照顾困难

户，电梯公司垫付了这部分钱款。

加装电梯工程是陈锡亮在居委会

工作多年遇到的最复杂事情之一。在界

定边界、确立责任时，居民们非但没“谈

崩”，反而加深了彼此感情，这其中必然

有平常日复一日社区治理的功劳。

刊登小说《伤痕》的《文汇报》。

“健康服务业 50 条”提出：“鼓励高水平社
会办医疗机构参照公立医院同等价格政策或病
种费用标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对在高水平社
会办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病人， 基本医疗服务
的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公立医院同等
收费标准予以结算， 非基本医疗服务费用由病
人自费。 鼓励社会办医机构建立与国际接轨的
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开展国际标准认证”

制图： 冯晓瑜

《伤痕》手稿带你重返“1978”

40 年前，1978 年 8 月 11 日，《文汇

报》刊登的一篇短篇小说《伤痕》轰动了

全国，并且形成了“伤痕文学现象”，这

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第一潮。 昨天，短

篇小说《伤痕》的作者卢新华将小说最

初的手稿，刊登这篇小说当天的《文汇

报》，以及与“伤痕文学现象”相关的所

有资料， 都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并

在馆内进行展示。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评论家

陈思和说：“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也

是以《伤痕》为开端的新时期文学 40 周

年。此次专题展览，是希望让我们的读者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历程的同时，

也能够重返历史现场， 感受中国今天所

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伟大进步。 ”

小说发表多番碰壁 ，

最终被文汇报编辑从墙报
上发掘出来

卢新华昨天捐赠的 《伤痕》 最初

手稿， 写在横线练习本上， 薄薄的一

叠已经散开， 但是可以看出上面涂涂

改改过很多次， 蓝色的墨水都有两三

种 ， 还有红笔 、 圆珠笔的修改印迹 。

卢新华说： “这篇文章最初在系里我

给老师看的时候， 也被泼了冷水， 但

是最终是 《文汇报》 的编辑从墙报上

把它发掘了出来。”

1977 年到 1978 年之间，中国社会

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 “这些变化使我

的心灵受到了很大触动。 恢复高考后，

更是让我看到了国家要发展和进步，应

该任人唯贤，让真正有才华的青年人能

够有发展的机会。”卢新华说，这是他写

这篇小说的初衷。而小说正是通过当时

的年轻人王晓华和王校长的遭遇 ，反

映了刚刚过去的那个特殊时代， 在人

们心灵上留下的伤痕。

当时的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大一学生，他的这篇小说被学校老师认

为不适合发表， 也曾经被文学杂志拒

绝。最终他把这篇小说贴到了自己所住

的第四学生宿舍楼底楼的墙报上。昨天

一并捐赠的就有当时的墙报版本，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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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稿这种民间传播形式得以面世，首先

在复旦大学校园内引起了轰动，甚至在

同学间传抄。

他还记得，当时《文汇报》负责和他

联系的编辑是钟锡知。他为《伤痕》的发

表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可以说是呕心沥

血。而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的首肯

和赞赏更是无人可以替代， 卢新华说：

“根本没有想到过，《文汇报》 会发表我

这篇 8000 字的短篇小说。 ”

陈思和说，正是这篇现在看来文笔

略显青涩的小说， 喊出了广大读者的

心里话， 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无可替

代的地位。 而且从时间表来看， 文艺

领域的“伤痕文学”与为全国带来巨变

的改革开放达到了十分契合的呼应 ，

“这也是上海在思想解放运动中对

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 ”

数千封读者来信 ，既
是读者的心声， 更是研究
当时社会的丰富史料

文章刊登后，卢新华个人收到了全

国各地两千多封读者来信，通过报社转

交给他的读者来信也有两千多封。一位

陕西读者与小说中的主人公王晓华同

名同姓，他在信中这样写道：“看完了这

篇小说，我想，难道东海之滨的你知道

西北古城的我的遭遇？ ……”

此次卢新华捐赠了保留的一千多

封信，信件作者包括工人、士兵、医生、

大学生、中学生等。 有的读者向卢新华

倾诉了与小说主人公王晓华相似的命

运经历， 感谢卢新华写出了他们的心

声，有的写信与卢新华探讨《伤痕》在艺

术上的长处和不足，有的文学爱好者把

自己的习作寄给卢新华，希望卢新华指

点……从这些饱含真情，甚至称卢新华

为“姐姐”的信件中，不难感受到《伤痕》

发表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复旦大

学图书馆研究人员陈丙杰说：“这些信

件中，最多的表述是‘我和主人公有着

相似的遭遇’，或者是‘您怎么了解我的

经历的’。 这些读者倾诉的各自遭遇和

亲历的时代转变，堪称是当时社会历史

研究的史料。 ”

油画家李斌根据《伤痕》创作出了

连环画，这使得《伤痕》的影响力进一步

扩大，而不仅仅限于知识青年之中。 其

后，他还根据这一小说创作了《伤痕》系

列油画，昨天也一并捐赠给了复旦大学

图书馆。这些捐赠已经全部被制作成数

字化的完整版《伤痕》资料文献数据库，

以供读者阅读、研究。

长宁新泾六村部分居民楼加装电梯， 工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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