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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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银行上海分行不良资产包项目中的 94户债权进行处
置，相关情况见下表（截至 2018年 11月 30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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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债务人 债权本金(元） 利息（元） 担保方式 担保人

1 上海晋卫实业有限公司 4,213,595.00 2,196,466.76 抵押、保证 张帅、海林林、余根淼、张方敏、俞云郢

2 上海千都石材有限公司 4,213,580.00 2,196,460.04 抵押、保证 林孝雪、俞云郢、方茶花、余根淼、张方敏

3 上海冉雨实业有限公司 4,213,596.00 2,196,467.18 抵押、保证 俞云郢、余根淼、张方敏、海腾龙

4 上海史图石材有限公司 4,199,828.00 2,187,893.20 抵押、保证 黄聿仁、韦秋吉、余根淼、张方敏、俞云郢、

5 上海熙文贸易有限公司 4,189,588.00 2,183,304.55 抵押、保证 余根淼、张方敏、俞云郢

6 上海皓倾实业有限公司 3,862,987.00 2,049,064.24 抵押、保证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繆步棉、繆忠妹、张芳华

7 上海井基实业有限公司 3,864,026.00 2,049,594.16 抵押、保证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何振坚、龚惠环、张芳华

8 上海巽熙实业有限公司 3,864,026.00 2,049,594.16 抵押、保证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夏海华、张芳华

9 上海如伟实业有限公司 3,814,042.00 2,023,516.40 抵押、保证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李志荣、林碧雄、张芳
华、黄文静

10 上海冬兰实业有限公司 12,240,000.00 5,900,766.15 抵押、保证 张俊、张雄、朱健、上海冬兰实业有限公司

11 上海阁星贸易有限公司 3,200,000.00 1,720,966.72 抵押、保证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金树逢、陈细娇

12 上海万迎物资有限公司 3,200,000.00 1,817,865.60 抵押、保证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杨政东、周翠容

13 上海翟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200,000.00 1,817,865.60 抵押、保证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郑敬容、张光惠

14 上海福莘实业有限公司 4,000,000.00 1,711,686.75 抵押、保证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肖鲁斌、刘雅智

15 上海彭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4,000,000.00 1,672,666.75 抵押、保证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彭作华、林秀凤

16 上海广昆物资有限公司 4,840,000.00 3,105,030.03 抵押、保证 陆立梅、徐瑞斌、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 上海牛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4,870,000.00 3,126,156.25 抵押、保证 冯耀勇、陈静、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王伟石材经营部 4,900,000.00 3,137,282.47 抵押、保证 王伟、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振波石材经营部 4,900,000.00 3,137,282.47 抵押、保证 赵振波、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根来水产行 3,600,000.00 2,315,146.30 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胡根来

2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敬涛水产经营部 3,600,000.00 2,315,146.30 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马敬涛

2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王俊水产
铺 3,600,000.00 2,315,146.30 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王俊

23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大梅水产行 3,600,000.00 2,315,146.30 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徐冬梅

24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子林地板经营部 4,500,000.00 2,838,932.88 抵押、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张馨月

25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广德建材经营部 4,500,000.00 2,838,932.88 抵押、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陈明明

26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高翔橱柜经营部 4,500,000.00 2,838,932.88 抵押、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高长洪

27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沈孝建材经营部 4,500,000.00 2,838,932.88 抵押、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沈孝

28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华邦地板经营部 4,500,000.00 2,838,932.88 抵押、保证 王进山、杜罗珍、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尚都石材经营部 4,500,000.00 2,838,932.88 抵押、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辛长兵

3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金波水产行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金波、吴友建

3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大雷水产行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陈雷、吴友建

32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雨琳水产经营部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高琳、杜旭娜、吴友建

33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添雨水产经营部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高添、吴友建

34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福生水产行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潘福生、吴友建

35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小峰水产经营部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吴云峰、吴友建

3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大雨水产行 3,890,000.00 2,542,699.75 抵押、保证 周宝雨、吴友建

37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梁林木石材经营
部 4,500,000.00 2,918,932.88 保证 梁林、孙玲玲、吴友建

38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泰辉地板经营部 4,500,000.00 2,918,932.88 保证 卢泰辉、龚建玲、吴友建

39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春连卫浴经营部 4,500,000.00 2,918,932.88 保证 吴春连、夏美丽、吴友建

40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徐永军石材经营
部 4,500,000.00 2,918,932.88 保证 徐永军、张静、吴友建

55 上海润健贸易有限公司 18,900,000.00 9,562,011.96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陈华、上海润健贸易有限
公司

56 上海神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9,900,000.00 15,191,777.33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施展鸿、上海神舞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57 上海伯武实业有限公司 4,950,000.00 2,445,810.56 抵押、保证余根淼、张方敏、江源、夏红林、熊星、阮辉
58 上海幽诺实业有限公司 4,950,000.00 2,445,810.56 抵押、保证余根淼、张方敏、余根淡、阮辉、夏红林、熊星
59 上海资缘物资有限公司 4,950,000.00 2,511,572.68 抵押、保证阮辉、夏红林、熊星、余根淼、张方敏
60 上海富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0.00 1,224,082.02 抵押、保证叶富春、陈忠玉

61 上海亘得贸易有限公司 2,794,809.00 2,073,884.02 抵押、保证杨德贵、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2 上海珩基实业有限公司 2,794,809.00 2,073,884.02 抵押、保证杨孟飞、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3 上海鸿沪实业有限公司 2,794,809.00 2,073,884.02 抵押、保证真小球、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4 上海集溱实业有限公司 2,794,421.00 2,014,195.02 抵押、保证潘佐强、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5 上海起亮贸易有限公司 2,794,442.00 2,014,206.81 抵押、保证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66 上海藤泉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2,792,132.00 2,072,408.09 抵押、保证黄观铃、张爱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7 上海驭喜实业有限公司 2,794,809.00 2,073,883.92 抵押、保证邵龙春、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8 上海誉升实业有限公司 2,796,540.00 2,044,613.90 抵押、保证何妙意、宋东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69 上海锦莱实业有限公司 3,097,474.00 1,977,923.49 抵押、保证薛春坡、张敏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0 上海盛鹰贸易有限公司 3,104,994.00 2,247,468.46 抵押、保证张新鹰、张密红、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1 上海仝建商贸有限公司 3,101,806.00 2,245,699.11 抵押、保证黄传熙、何梅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2 上海先连贸易有限公司 3,093,986.00 1,975,988.88 抵押、保证杨飞荣、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3 上海叶荣实业有限公司 3,101,869.00 2,245,734.48 抵押、保证张积艳、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4 上海佩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791,956.00 1,926,565.81 抵押、保证
杨君怡、上海易智机电五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
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上海国际机电
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75 上海升一电器有限公司 2,797,160.00 1,752,977.84 抵押、保证
孙科永、上海易智机电五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
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上海国际机电
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76 上海熠惠实业有限公司 2,797,160.00 1,752,977.84 抵押、保证
赵泽坤、上海易智机电五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
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上海国际机电
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77 上海德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3,108,673.00 2,219,250.80 抵押、保证张建牡、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8 上海瑞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07,783.00 2,149,216.83 抵押、保证范长峰、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
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79 上海申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19,297.00 2,205,315.07 抵押、保证陈许文、程年梅、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80 上海淅薇实业有限公司 3,106,643.00 2,218,992.03 抵押、保证周文政、王秀琼、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81 上海效颜商贸有限公司 1,120,049.00 1,479,470.02 抵押、保证杨文秀、范泽贵、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
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张雅玲

82 上海美展商贸有限公司 21,930,153.00 14,119,264.22 抵押、保证毛艳艳、 无锡市万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峰达精工科技有限公
司、徐向阳、赵建芳

83 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 22,932,703.00 12,795,042.42 抵押、保证上海德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幸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服龙、
苏玲、台州红富士被服有限公司

84 上海丰聚机电有限公司 59,980,073.19 37,979,807.00 抵押、保证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王成兹、刘铃光、刘雅清

85 上海川翎工贸有限公司 2,220,467.00 1,242,061.26 抵押、保证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
秀、张竹妹、魏南飞、黄传海、陈开明

86 上海市闵行区新创闽建材经营部 2,220,467.00 1,178,409.31 抵押、保证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
秀、黄少华、黄传海、陈开明

87 上海玉众贸易有限公司 2,220,467.00 1,243,375.26 抵押、保证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
秀、张伦生、刘慧青、黄传海、陈开明

88 上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7,500,000.00 23,484,693.97 抵押、保证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波惠海贸易有限公司、李兆会

89 上海狮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3,460,302.00 1,815,681.13 抵押、保证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称光、张静、宋声春、魏敦
花、宋声达、张立霞、宋陈锋、杨艳

90 上海憬晔贸易有限公司 3,450,839.00 1,811,344.05 抵押、保证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称光、张静、宋声春、魏敦
花、宋声达、张立霞、宋陈锋、杨艳

91 上海满岙贸易有限公司 3,450,836.00 1,811,342.67 抵押、保证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陈锋、杨艳、宋声春、魏敦
花、宋声达、张立霞

92 上海竹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450,845.00 1,811,521.26 抵押、保证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琪、祝凤桂、宋声春、魏敦
花、宋声达、张立霞、宋陈锋、杨艳

93 上海睿颜贸易有限公司 3,457,390.00 1,785,921.28 抵押、保证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李平、魏惠容、宋声春、魏
敦花、宋声达、张立霞、宋陈锋

94 上海永芝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790,510.70 抵押、保证浙江正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建磊、钱丽萍、刘荣、陈崇国、张凤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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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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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月 3日

41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陈瑞香地板经
营部 4,500,000.00 2,918,932.88 保证 陈瑞香、吴井泉、吴友建

42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曹珊石材经营
部 3,870,000.00 2,515,282.27 抵押、保证 吴友建、曹珊珊、封天芳、周美芬

43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巴库地板经营
部 3,870,000.00 2,495,282.27 抵押、保证 吴友建、朱娉萍、封天芳、周美芬

44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夏文彬陶瓷经
营部 3,870,000.00 2,495,282.27 抵押、保证 吴友建、夏文彬、周琴琴、封天芳

45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郭锐石材经营
部 3,870,000.00 2,495,282.27 抵押、保证 吴友建、郭锐、张海霞、封天芳、周美芬

46 上海伊莲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1,790,000.00 1,073,864.41 保证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葛恒丽
47 上海昶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6,000,000.00 3,123,619.57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吴小青、王勇
48 上海文澜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00 15,025,217.24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廖庆文、刘海英
49 上海升禄合商贸有限公司 25,000,000.00 12,454,614.95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孔祥国
50 上海同质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260,254.59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吴月娥、韩同广
51 上海宇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00 6,566,735.61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罗慧琴
52 上海宁峰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0 10,275,475.33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邵宁、祝秀梅
53 上海斯诞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28,000,000.00 14,689,984.74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

54 上海端嘉贸易有限公司 18,900,000.00 8,928,518.08 保证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刘阳、上海端嘉贸易有限公
司

国际 公告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孙昌洪

俄欲加强千岛群岛反舰导弹部署
在安倍即将访问莫斯科之际，日媒援引俄罗斯内部文件爆料称

近日， 日本共同社援引获得的俄

罗斯内部文件称， 俄罗斯计划加强在

包括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的千

岛群岛上的导弹部署， 并认为如果相

关计划付诸实行，必将影响俄罗斯和日

本间的和平条约谈判。这一消息使得俄

日间和平条约谈判前景再蒙阴影。

消息发布距安倍访俄
不到一个月

据报道， 俄罗斯军方去年夏天已

制定计划，构想于 2020 年前，在千岛

群岛加强反舰导弹部署。文件显示，将

在 6 个岛屿和半岛部署新型岸基反舰

导弹“堡垒”（Bastion，射程 300 公里以

上）和“巴尔”（Bal，射程 130 公里）。其

中，择捉岛和国后岛 2016 年已引进并

应用了导弹。

具体来说， 俄罗斯会在勘察加半

岛部署“堡垒”和“巴尔”；在萨哈林岛、

幌筵岛、松轮岛和择捉岛部署“堡垒”；

在国后岛部署“巴尔”。文件指出：“将使

（他国）船只不能横跨海峡，敌方部队不

能登陆岛屿。 ”这份共同社获得的内部

文件证实，俄罗斯守卫鄂霍次克海的战

略是在相关地区建设覆盖全域的防线。

值得关注的是， 消息发布距离日本

首相安倍访问俄罗斯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去年 12 月 30 日，安倍接受当地电台

采访时说，他下月将与普京会晤，希望与

普京详细讨论两国缔结和平条约事宜。

日媒称，俄方通过 2020 年前在千岛

群岛的部署， 沿着岛链的统一防卫系统

将完成。报道同时表示，不清楚所记载的

军备计划是否得到了普京认可， 但共同

社指出，如果该构想付诸实行，必将影响

俄罗斯与日本的和平条约谈判。

日俄达成和平条约尚存
诸多障碍

去年 11 月中旬，俄日首脑在新加坡

会晤后表示 ， 双方商定将为达成基于

1956 年《日苏联合宣言 》的和平条约加

快谈判进程。 但这一共识究竟是礼物还

是陷阱呢？

根据 1956 年签署的 《日苏联合宣

言》， 前苏联同意在双方签署和平条约

后， 考虑向日本移交南千岛群岛的齿舞

和色丹两岛， 但宣言未提及国后岛和择

捉岛的归属问题。俄舆论认为，达成加快

谈判进程的共识是重大突破， 但如何落

实这一突破尚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

首先， 美国因素是俄日解决岛屿争

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俄外交部新闻

发言人扎哈罗娃去年 12 月中旬表示，谈

判期间将讨论所有问题，包括安全问题，

尤其需要考虑所有保存至今的外交信

函， 如苏联政府 1960 年 1 月 27 日至 2

月 24 日的备忘录。 这些文件表明，苏联

当时提出了美国军队撤出日本的要求。

据媒体报道， 安倍去年 11 月 14 日

在新加坡向普京承诺， 如果日本能拿回

齿舞和色丹两岛， 不会同意在那里部署

美国军事基地。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美

国可以在日本全境部署军事基地， 基地

部署须经日本同意；但另一方面，不经美

国同意，日本也不能宣布齿舞和色丹两岛

未来不接受美国部署基地的请求。日媒报

道，日本在与俄罗斯谈判的同时，已经开

始与美国就该问题谈判，据公开报道的信

息，日美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

而俄罗斯对日美能否达成共识也没

有把握。扎哈罗娃曾在记者会上表示，俄

不清楚美日军事同盟会给俄日达成的协

议带来什么影响。

其次， 存在操作障碍。 两国同意以

1956 年联合宣言为基础加快谈判进程，

需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

例如，双方对移交对象存在差异。日

本方面认为是移交二岛主权， 俄方则

认为移交需要一个过程， 可能只是先

行移交开发权和管理权，而不是主权。

再如，日本方面表示，岛上现有的俄罗

斯居民可以不迁移出岛， 但对这些居

民的权利和管理却没有给出解决方

案。安倍 2018 年 12 月 30 日对记者表

示，俄罗斯人目前居住在争议岛屿，解

决领土争端有难度。

再次， 俄日两国民众的态度也非

常重要。据日本《产经新闻》去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所做的民调结果显示 ，

35.9%的日本人表示， 俄移交南千岛

群岛中的两岛就足以令日方满意。 但

是，61.6％的受访者却认为，俄应将整

个北方四岛一并移交给日本。

俄罗斯民众对政府相关政策的支

持度则更低。据列瓦达中心去年 11 月

30 日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将千岛群

岛部分地区转移给日本的人数有所增

加，但也只有 17%的人表示支持向日

本归还两岛。

安倍将于 2019 年 1 月下旬访问

莫斯科。 据俄卫星通讯社 2018 年 12

月 30日报道称，安倍希望在访俄期间，

与普京就双方签署和平条约的问题进

行详谈。 （本报莫斯科 1月 2日专电）

1华社微特稿 日本执政联盟成员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 2 日说， 日本政

府定于 4 月 1 日发布新天皇继位后使用

的新年号。

明仁天皇定于 4 月 30 日退位， 皇

太子德仁 5 月 1 日继位。 山口 1 月 2 日

在首都东京发表演说， 向媒体证实： 新

年号将在 4 月 1 日发布、 5 月 1 日开始

施行。

日本共同社报道， 首相安倍晋三定

于 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年号更改

等具体事宜。

明仁现年 85 岁， 是日本第 125 代

天皇 ， 2016 年 8 月在一次视频讲话中

表示由于身体原因难以履行职责， 外界

解读为他有意退位 。 2017 年 5 月 19

日， 日本内阁决议通过仅适用于明仁的

退位特别法案。 同年 6 月， 法案获国会

参众两院表决通过。

2017 年 12 月 8 日， 日本内阁会议

通过关于明仁天皇退位时间的行政令。

明仁将成为日本近 200 年来首名生前退

位的天皇。

发布及改换年号的时间表， 备受日

本国民关注。 日本社会诸多方面需要相

应调整， 日历、 报纸和各类文件需要改

版， 必须留出充足预备时间。

日本媒体介绍， 从明治时期开始，

每一代天皇有一个年号， 形成所谓 “一

世一元” 制。 明仁 1933 年 12 月 23 日

出生 ， 1989 年 1 月 7 日继承皇位 ， 同

月 8 日起年号由昭和改为平成。

共同社报道， 日本天皇的年号由两

个汉字组成， 要求便于读写且过去没有

用过。 以往用过的年号多出自中国古代

典籍。 以 “平成” 为例， 《史记·五帝

本纪 》 中写有 “内平外成 ”， 《尚书 》

中写有 “地平天成”。 （杨舒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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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经济、消除腐败、打击违法犯罪为新政府执政重点

当地时间 1 月 1 日下午， 巴西新总

统博索纳罗正式在巴西利亚总统府高原

宫举行就职典礼。 10 多万来自巴西全国

各地的支持者身着印有博索纳罗头像或

巴西国旗的衣服聚集于三权广场， 共同

观摩就职典礼和新总统就职演说。

当地时间 1 日下午 3 时许， 博索纳

罗首先在国会众议院大厅宣誓就职，成

为巴西联邦共和国第 38 任总统， 任期 4

年。随后，博索纳罗发表就职演说。在 9分

53秒的就职演说中， 他强调新政府将致

力于恢复经济、消除腐败、打击违法犯罪。

博索纳罗在演讲中针对腐败、治安、

社会不公等问题宣布了执政纲领， 指出

将根据民众的需要制定政策：“在此，我

再次重申我对于建立一个没有歧视和分

裂的社会的承诺。 谁想要让子女上好的

学校， 让他们能够进入到就业市场而不

是参与政治斗争； 谁想要不被犯罪分子

所伤害，能够出入安全；谁想要靠功绩获

得好工作，有尊严地支撑家庭；谁要求医

疗、教育、基建及所有宪法所赋予的基本

权利和保障，从今以后，我们将会为这些

巴西人民的至高意愿而制定政策。 ”

同时， 博索纳罗再次强调了此前高

调提出的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他表示“要

以渐进、负责和有意识的方式，将权力进

行分配，从巴西利亚分配到整个巴西，从

中央政府到州和市”。博索纳罗表示将保

障国家利益，提倡自由市场，推行相关改

革以改善公共财政。在对外贸易方面，博

索纳罗称， 巴西需要建立一个良性经济

循环，增加信心，全面开放巴西市场，并

以此刺激竞争、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演说结束后， 博索纳罗与夫人乘坐

敞篷车前往总统府高原宫，参加政权交接

仪式和就职典礼，并再次发表了演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 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和来自 40多个

国家的代表出席了总统府的就职典礼。

巴西民调机构调查结果显示 ，75％

的巴西人认为博索纳罗及其团队迄今为

止做出的决策都处于正确的轨道上，仅

有 14%的受访者不认同他的执政纲领。

该调查同时还显示， 三分之二的巴

西人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将在 2019 年

有所改善， 并预计明年人民的生活水平

将大大提高， 充分彰显了民众对于新政

府的高度期待。 而在对博索纳罗政府执

政重点的考虑方面 ，43%的巴西人认为

公共安全是当选总统第一年需要改善的

主要问题，37％的人认为主要问题是腐

败，36％的人选择了失业。

有趣的是， 在巴西国内民众给出高

度期待的同时， 国际社会对于博索纳罗

政府的看法却存在明显差异。去年 11 月

底， 法国总统马克龙评论博索纳罗时表

示，法国不会与不尊重《巴黎协定》的国

家达成贸易协定。 而在去年 12 月中旬，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德联邦议会表示，

博索纳罗的成功当选使欧盟和南方市场

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关系变得疏远。

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对巴西新总统给

予了积极评价， 就在博索纳罗发表就职

演说之后，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称“恭

喜刚发表了精彩演讲的博索纳罗总统，

美国与你同在！”博索纳罗很快在社交媒

体上用英语表示了感谢。

（本报巴西利亚 1 月 2 日专电）

1华社微特稿 美国和以色列 1 月

1 日零时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两国一年多前以教科文组织助长 “反以

色列偏见”为由，相继宣布“退群”。

美以正式退出不会对教科文组织的

财政造成重大影响。自巴勒斯坦 2011 年

以成员国身份加入这一联合国专项机构

以来 ，两国拒绝缴纳会费 ，教科文组织

在经费缩水的情况下苦心经营。 一些美

方官员估计， 美国累计拖欠会费 6 亿美

元；以色列拖欠大约 1000 万美元。

美以两国政府和一些人不满教科文

组织历年通过决议批评以色列占领东耶

路撒冷以及给予巴勒斯坦成员国身份。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7 年 10 月宣布

退出教科文组织， 理由包括美方拖欠会

费不断增加，教科文组织带有“反以色列

偏见”，需要根本性改革。 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随后效仿。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特朗普

宣布“退群”后上任，主持发布犹太人大

屠杀教育网页， 出台联合国首个对抗反

犹主义的教育指南， 似乎有意回应美以

对“反以偏见”的关切。 一些教科文组织

官员说，美国列举的不少理由不成立。自

美国宣布“退群”以来，教科文组织通过

12 份关于中东地区的文件，都由以色列

和阿拉伯国家协商一致通过。

美联社报道， 美国可能在 4 月向教

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申请成为非成员

“观察员国”。 美国国务院先前告诉教科

文组织官员， 打算以观察员国身份参与

“非政治化”议题，包括世界遗产保护、科

学合作和教育。 （陈丹）

1华社微特稿 墨西哥南部瓦哈卡

州特拉西亚科市的市长 2 日就职不到两

小时，在街头遭枪杀。

亚历杭德罗·阿帕里西奥当天上午

宣誓就职，中午步行前往市政厅开会，两

名市议员和另外三人陪同。途中，至少两

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朝阿帕里西奥等人开

火。阿帕里西奥胸部中弹，稍后在医院去

世。 其余 5 人受伤，其中一人状况严重。

据南方电视台报道，遭遇枪击时，阿

帕里西奥的两年任期只开始了一个半

小时。

前两天、即去年 12 月 30 日，这个墨

西哥执政党的另一名成员、 莫洛雷斯州

马萨特佩克市当选议员玛丽亚·阿森茜

翁·克鲁斯·洛雷斯在家门外遭一名枪手

杀害。 事发时，她正要参加就职仪式。

咨询企业 Etellekt 前不久发布一份

报告： 至少 6 名在去年 7 月 1 日全国选

举中当选的公职人员就职前遇害； 这场

全国选举期间，48 名候选人和前候选人

遭杀害；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全

国 850 名政治人物遭袭击， 其中 175 人

死亡。 （胡若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