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 9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交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
简称“长城公司”）签署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交行将涉及下表所示公司的主债权、抵押债权、担保债权及相关费用全部转
让至长城公司，长城公司成为合法的债权人。
交易基准日：2018年 8月 23日 单位：元

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并请债务人及担保人，立即向长城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偿付贷款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若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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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8年 11月 11日
注：上表仅列示截至至 2018年 8月 2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和相应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利息及其

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及相关司法判决、裁定规定计算。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名称 抵押 \担保人 担保合同名称 当前余额 系统利息
-含复利 费用合计

1
上海富翊装
饰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

上海誉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翟峻逸、时英
仿、李宜隆、张龄月

保证合同、
抵押合同 6,000,000.00 1,157,305.13 59,767.80

2
上海岷珉石
材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上海晟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甘正发、杨健儿 保证合同 9,999,000.00 2,764,813.41 92,658.01

3
上海千奇建
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上海晟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甘正发、杨健儿 最高额抵押合

同、保证合同 19,999,000.00 5,464,695.42 156,181.00

4
上海群石建
材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上海晟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赖秀群、王小青 保证合同 3,499,292.10 1,081,387.07 43,916.00

5
上海晟盛实
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上海晟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甘正发、杨健儿、
上海东继顺实业有限公司

最高额抵押合
同、保证合同 10,000,000.00

5,492,030.63 183,529.00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上海晟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甘正发、杨健儿、
上海东继顺实业有限公司

最高额抵押合
同、保证合同 9,499,995.00

6
上海乾丰实
业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银基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证合同

29,880,000.00

102,878,679.53 463,019.30

上海总工科贸有限公司
上海联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于上海蓝十
字医院管理投资有限公司的 446万元股权 质押合同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银基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证合同
36,810,000.00上海联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于上海蓝十

字医院管理投资有限公司的 550万元股权 质押合同

流动资金贷款
合同

银基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证合同

2,970,000.00

上海众仁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总工科贸有限公司
上海联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于上海蓝十
字医院管理投资有限公司的 44万元股权 质押合同

上海亿洲航
道工程有限
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上海海亿洲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陈仕能、郑翠
娣、陈琳

最高额保证合
同、 最高额抵押
合同、保证合同、
质押合同、 抵押
合同

8,558,527.72 3,331,954.83

60,080.00

25,000,000.00 9,635,357.08

9,700,000.00 3,699,574.16

8,645,797.04 6,466,145.15

10,000,000.00 3,303,854.82

20,000,000.00 7,245,748.81

16,000,000.00 5,251,151.21

28,500,000.00 9,306,990.00

9,400,000.00 3,064,110.36

8

上海尔臣国
际贸易有限
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上海耀东实业有限公
司 最高额抵押合

同、保证合同

10,000,000.00 2,539,716.07 22,200.00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上海耀东实业有限公
司 10,000,000.00 2,539,716.07 22,200.00

9
上海高捷门
窗有限公司

固定资产贷款
合同

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上海正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最高额抵押合
同、保证合同

19,200,000.00 1,495,670.41

318,968.00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上海正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耀东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711,841.80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上海正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耀东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 1,711,841.80

10

上海泰实混
凝土制品有
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

最高额抵押合
同、保证合同 5,000,000.00 1,131,501.93 52,115.30

11

上海成林混
凝土有限公
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沈军、沈峰、沈晟浩、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 抵押合同、 保证

合同 2,100,000.00 434,848.90

53,790.00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钱永林、林伟霞、钱菁、上海高捷门窗有限公司抵押合同、 保证

合同 2,700,000.00 559,091.44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本报记者 吴雨伦

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

确保两国元首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当地时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

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二

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魏凤和参加。

中美双方围绕做好习近平主席和

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峰会期间会晤筹备工作进行了深入

讨论，并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

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进行了充分沟

通。对话是坦诚、建设性、富有成果的。

杨洁篪指出，11月1日，习近平主席

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很好的通话。两国

元首同意中美双方推动两国关系在健

康稳定基础上取得新进展，在阿根廷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这

为两国工作团队指明了努力方向。

双方高度评价元首外交对中美关

系发展的战略引领作用， 认为当前形

势下两国元首阿根廷会晤对维护中美

关系稳定发展更具重要意义。 双方同

意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精神，加强沟通、

密切配合，精心筹备，确保这次重要会

晤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就各自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入

沟通。中方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与世界各国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 而不是为了挑战谁或

取代谁。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适度发

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中方无意

同任何人搞军备竞赛。 中国军队始终是

维护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

强、积极力量。 中方尊重美方的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美方也应同样尊重中方的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中方始终致力于

同美方一道努力，实现不冲突不对抗、相

互尊重、合作共贏，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

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美方介绍

了美国战略意图和对华政策，强调美方欢

迎中国经济发展，乐见中国取得成功，无

意遏制中国。 美方希望同中方发展基于

尊重、对等的建设性、富有成果的关系。

双方认为， 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

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方向和原

则，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互利

互惠基础上拓展合作， 共同推进以协调

与合作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魏凤和表示， 中方始终抱着最大诚

意发展中美两军关系。 中国军队坚定捍

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希望

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

沟通交流、增进互信，推动两军关系成为

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中美双方同意两军保

持各层级交往并加强机制性对话，增进沟

通，降低风险。 双方将就建立两军《危机

预防沟通框架》保持沟通，并致力于落实

“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

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互信机制。

中方全面阐述了在台湾问题上的

原则立场，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

的核心问题。 “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中方

坚决反对 “台独 ”势力及其各种分裂活

动，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 一

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希

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美

方重申，美国政府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关于南海问题，中方强调，中国对南

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

权。 中方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

权益， 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磋商

和平解决争议，坚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中方在自己的领土上建设民用和必要防

御设施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权

利，完全正当合法，与“军事化”无关。 中

方敦促美方尊重事实， 停止任何损害中

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行为， 切实为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这也有

利于降低安全风险。

在对话中，中方强调，新疆事务是中国

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促

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 采取了一系列促稳

定、促发展、促团结、促民生的措施，同时依

法打击民族分裂和暴恐犯罪活动， 维护国

家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 这

些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前新疆社会

大局稳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各民族

和谐相处。 中方希望美方尊重事实，客

观看待有关问题，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中方重申了在经贸问题上的原则

立场。双方认为，应当切实落实好两国

元首近日通话所达成的共识， 支持两

国经济团队加强接触， 就双方关切问

题开展磋商， 推动达成一个双方都能

接受的方案。双方认为，中美拥有广泛

合作空间，应一道努力，推进在经贸、

两军、执法、反恐、禁毒、地方、人文等

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关于朝鲜半岛问题， 中方重申坚

持半岛无核、坚持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立场。

中方支持美朝直接对话， 希望双方继

续相向而行、照顾彼此合理关切、积累

互信，并行推进半岛完全无核化与建

立半岛和平机制。 美方感谢中方在半

岛问题上发挥的重要建设性作用。 双

方认为，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共识

应得到积极落实，美朝应保持密切和

实质性沟通，有关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应继续得到执行。 双方将继续就半岛

问题保持沟通与协调。

双方还就阿富汗、 中东等其他国

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同意加强沟

通与合作， 为推动有关问题的妥善处

理和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0罪名”立将面临终身监禁

新华社华盛顿 １１ 月 ９ 日电 （记者

孙丁 刘阳） 美国司法部 ９ 日通报， 佛

罗里达州男子西泽·萨约克涉嫌邮寄大

量含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包裹， 当天被诉

３０ 项罪名。 萨约克当天在纽约市出庭。

通报说， 萨约克被诉罪名包括 ５ 项

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罪、 ５ 项跨州运

输爆炸物罪 、 ５ 项非法使用邮件罪 、 ５

项从事重罪活动时携带爆炸物罪等。 其

中一些罪名如成立， 萨约克将面临终身

监禁。

通报说， 在 １０月 ２２日至 １１月 ２日

之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等发现了萨约克向

美国多地寄出的 １６个包裹， 收件人包括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前国务卿希拉里、投

资家索罗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总部

等。 所幸没有包裹爆炸，也没有人受伤。

据美国司法部介绍， 这 １６ 个包裹

外观类似， 内部都装有填充了爆炸物的

塑料管、 小型计时器和电线， 一些包裹

中还有碎玻璃。 调查人员在一些包裹上

发现了萨约克的指纹， 还在他的电脑和

手机里发现了犯罪证据。

这起连环炸弹包裹事件发生在美国

中期选举投票之前， 被检方定性为一起

“本土恐怖袭击”， 萨约克于 １０ 月 ２６ 日

在佛罗里达州普兰泰申市被逮捕。

公开资料显示，萨约克现年 ５６岁，是

注册共和党人， 过去数年内被逮捕过多

次，他在社交媒体上反民主党情绪明显。

国际 公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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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称逮捕一名俄“间谍”，俄外长拉夫罗夫
表示“非常不开心，同时非常惊讶”

“鉴于奥军逮捕一名涉嫌为莫斯科

收集情报的退役上校， 奥地利外交部长

克奈斯尔将取消原定于 12 月 2 日至 3

日的访俄行程。” 据奥地利 ORF 国家电

视台 9 日消息，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发表

了上述声明： “如果事件属实， 无疑会

对俄欧关系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此外， 库尔茨还罕见地表示， 鉴于

不久前发生过四名俄罗斯特工在荷兰被

捕的案件， 自己有理由相信俄罗斯窃取

奥地利情报的可能性。 此前库尔茨一直

对俄特工在荷被捕一案三缄其口。

该国国防部长库纳谢克也向记者证

实了这一点， 称是他将涉嫌退役上校为

莫斯科收集情报一事告知克奈斯尔的。

库纳谢克称， “现在还不清楚该事件是

否为独立事件”。

据报道， 奥地利正在针对其军队一

名 ７０ 岁的退役上校进行调查， 声称此

人涉嫌从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末起向俄提供

情报。 此前据奥地利 《皇冠报》 报道，

该国武装部队一名退役上校因涉嫌为

俄罗斯从事长达 20 年的情报活动被拘

留， 该军官累计从俄获得酬劳约 30 万

欧元。

由于俄罗斯大使现阶段不在奥地

利 ， 奥地利外交部长克奈斯尔召见俄

罗斯使馆临时代办 ， 宣布取消原定访

俄行程。

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向媒

体指出， 该局不会对奥方有关退役上校

涉嫌与俄情报部门合作的声明发表评

论。 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 9 日已经传

唤了奥地利大使约翰内斯·艾格纳。 据

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 俄外长拉夫罗夫

对艾格纳表示自己 “非常不开心， 同时

非常惊讶”。

俄方声明表示， 奥方事先未与俄方

进行磋商， 选择部分西方国家惯用的方

式， 通过媒体公开向俄方提出质询， 俄

方对此感到不解。 塔斯社 9 日早些时候

报道，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就此表示，

若针对别国的行为产生疑虑或怀疑， 应

根据惯例遵守国际沟通的规则， 直接向

其提出质询。 俄方对于奥方的行为感到

不快和意外。

俄罗斯与欧洲联盟和美国关系正处

于低谷， 奥地利是欧盟成员当中少有的

与俄罗斯关系亲密的国家， 在今年俄罗

斯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 “中毒” 事

件和荷兰抓获俄 4 名特工等事件发酵

时， 奥地利并未像其他欧盟国家一样对

俄罗斯采取制裁措施， 因此奥地利也被

称为俄罗斯在西方 “最后的朋友”。

库尔茨领导的中右政府与普京政权

一向交好， 其中作为联合执政的极右翼

政党奥地利自由党更是著名的亲俄政

党。 今年 6 月， 普京开启第四任期后，

首访即选择了奥地利， 在普京访问前夕

奥地利副总理、 自由党主席海因茨-克

里斯蒂安·施特拉赫呼吁欧盟取消对俄

制裁， 实现关系正常化 。 8 月 18 日普

京访德之前， 更是绕道奥地利， 参加克

奈斯尔外长的婚礼， 当时除了带上一支

哥萨克合唱团助兴， 普京本人更是与克

奈斯尔共舞以示祝贺， 一时传为佳话。

”火肆虐美国加州三县，近30万人被紧急疏散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多处

大型野火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不同地

方蔓延。 加州北部一场大火一天之内

毁掉比尤特县天堂镇，迫使当地将近3

万名居民逃离； 加州南部另外两场火

灾威胁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 美国政

府宣布比尤特县、 洛杉矶县和文图拉

县三地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９日宣布，为加州

受灾地区提供联邦政府资金和支持，

以协助救火。

天堂镇满目疮痍已成空城

天堂镇附近山上8日清晨起火，火

势迅速蔓延至整座小镇， 数小时内烧

毁千栋建筑。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说，火

灾发生一天内，过火面积达362平方公

里，其中只有５％得到控制，大火烧毁

超过6700栋建筑，绝大多数是民宅。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官员斯科特·

麦克莱恩说，“实际上无法灭火”，消防

员只得先帮助居民逃生 ，“昨天几乎

都在救援”。 截至9日傍晚，火灾已经

造成９人死亡，另有35人失踪，3名消防

员受伤。

这场名为“坎普”的野火已经成为

加州历史上最具破坏力的野火。

比尤特县治安官科里·哈尼亚说，这

场火灾是“最坏情形”，根本没有时间挨

家挨户告知火情。一些居民说，整座镇子

数万人同时逃离，出镇唯一道路拥堵，一

些人不得不弃车步行逃生。警官马克·巴

斯说：“感觉每个方向都是一堵火墙，我

们几乎看不清前行的路。 ”

目前有超过３２００名消防人员在４４０

辆消防车和２３架直升机的支援下奋力阻

止火势向居民点蔓延，并协助疏散居民。

部分被困人员乘直升机撤离。

天堂镇是好莱坞经典影片 《乱世佳

人》拍摄地之一，目前约有２．７万人口，其

中四分之一为６５岁以上老人。 据当地媒

体报道，天堂镇目前几乎成为一座空城，

街上看不到人影， 极目所望都是被毁的

建筑和车辆， 镇上９所学校已有５所被烧

毁。 被证实遇难的９人中有４人是被大火

困在车内没有及时逃出所致。

暂时不清楚起火原因。 美国太平洋

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向加州当局报告，火

灾发生前15分钟， 天堂镇附近由这家企

业运营的一处输电线出现故障。

好莱坞明星豪宅区受山火威胁

加州地处美国西海岸， 濒临太平洋，

近一段时期天气干燥、风力强劲，容易发生

火灾。 加州南部地区8日爆发另外两场

山火。 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受到强风

和植被干燥的影响，这场名叫“伍尔西”

野火快速蔓延，过火面积一天时间就达

到约１４０平方公里。 两天内，大火摧毁超

过150处民宅，消防部门疏散25万人。

消防部门建议洛杉矶县马里布市

全城疏散。 当地人口1.3万，包括一些

好莱坞明星。 马里布市政府在一份声

明中说：“火灾已经失去控制， 正朝马

里布人口聚集区蔓延。 所有居民必须

马上撤离。”马里布市一处海滨地带有

众多好莱坞明星的豪宅。 据当地媒体

报道，包括嘎嘎小姐、金·卡戴珊以及

今年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获得者吉列尔

莫·德尔托罗等都被迫从马里布海滩

地区的住所撤离。 位于这一地区的著

名影视剧拍摄基地“派拉蒙牧场”也被

损毁。

路透社9日报道，数以千计居民取

道太平洋沿岸公路，要么向南进发，要

么打算在海边暂避。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说， 另外一场

发生在文图拉县圣罗莎的火灾9日晚

过火面积达24.28平方公里。

消防部门说， 加州南部地区周末

风力预期有所减弱，将有助灭火。

”为从特雷莎·梅政府辞职的第18位部长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交通部部长

乔·约翰逊 9 日因不满英国的“脱欧”谈

判进展而宣布辞职 ， 这已经是从特雷

莎·梅政府辞职的第 18 位部长。 乔·约

翰逊认为 ，英国 “脱欧 ”状态极度混乱 ，

并呼吁再次进行公投。

乔·约翰逊在自己的博客上宣布了

辞职的消息，他表示：“实际上我发现正

在进行的 ‘脱欧 ’谈判比留在欧盟糟糕

得多。 ”“鉴于英国‘脱欧’的现实正向着

背离原先承诺的方向前进，更为民主的

方式应是给予英国民众最终的话语权”。

约翰逊表示，新的公投不会是 2016 年公

投的重演， 而是要求英国民众决定是否

按最终达成的“脱欧”协议进行“脱欧”。

乔·约翰逊为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

斯·约翰逊的弟弟，今年 7 月，鲍里斯·约

翰逊因对“脱欧”谈判不满而宣布辞职。

在乔宣布辞职后， 鲍里斯发表推文称：

“在这点上他完全正确。如果‘脱欧’谈判

没能取得新的突破， 我们留在欧盟的话

至少能保持团结。这并非夺回控制权，而

是交出控制权。 ”

“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辞职。乔是一

位年轻的政治家， 他可以从政府内部获

得一切，追求他杰出的职业生涯，保持低

调，等待事件顺其自然。 然而，他没有这

样做。他已经因为原则问题辞职，将国家

置于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上。”英国前副首

相迈克尔·赫塞尔廷表示。

英国广播公司认为， 约翰逊的辞职

意味着，保守党内部反对梅的“脱欧”谈

判的声音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工党领

袖科尔宾则坚持英国应该遵守自己的选

择。 他告诉德国《明镜》周刊：“我们无法

阻止它。 全民公投已经发生了。 《里斯本

条约》第 50 条已被触发。 我们能做的就

是， 认识到人们投票选择 ‘脱欧’ 的原

因。”长期以来，科尔宾和工党一直表示，

他们将尊重 2016 年“脱欧”公投的结果，

因为他们担心，如果阻止“脱欧”，那些投

票支持“脱欧”的工党支持者将放弃对工

党的支持。

与布鲁塞尔的谈判进入最终阶段，

梅对“脱欧”谈判的做法不仅让留欧派格

外不满，也受到了脱欧派的质疑。 据《卫

报》分析，约翰逊的辞职突显了这样一个

事实： 保守党内部一些心怀不满的脱欧

派可以投票反对梅的“脱欧”谈判，这已

经威胁到梅在党内的地位。

在约翰逊宣布辞职后， 英国舆论认

为，特雷莎·梅在国内已经腹背受敌。“约

翰逊是从梅政府辞职的第 18 任部长。她

失去了所有的权力， 无法在自己的政党

内谈判‘脱欧’协议，更不用说与欧盟达

成协议。 ”英国影子内阁“脱欧”部长詹

妮·查普曼表示。

9 日 ，

美国加州北

部比尤特县

天堂镇极目

所见都是被

毁的车辆和

建筑。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