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分公司拥有对浙江九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等 42户不良债权。 截至 2018年 10月 21日，该资产包本金余额 110168106.37

元，利息 86425889.4元。

我分公司已于 2018年 11月 15日在《文汇报》刊登了上述债权的公开竞价处置公告，处置公告期内有一名投资人有意向参
与竞价，该投资人已向我分公司提交参与公开竞价的意向书。现我分公司按规定补登本次公开竞价公告，公告有效期为七个工作
日，有意向者可在本次公告有效期内提交书面意向书并按我分公司规定缴纳竞价保证金，若公告期间无其他投资人有明确竞价
意愿并按我分公司规定缴纳竞价保证金的，我分公司拟将上述债权协议转让给现有意向投资人。

有意向者请登录华融网站 （www.chamc.com.cn）中的处置消息栏查询详情。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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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 0571—87837988 传真：0571-8783673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汪先生 0571-87836736 联系地址：杭州市开元路 19-1，1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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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案”折射俄美有限对抗
俄罗斯抓捕美国人保罗·惠兰10天后仍相对沉默，并无“复仇”快意

距离保罗·惠兰在莫斯科被捕已过
去整整 10 天。 这 10 天对于俄罗斯和
西方来说都不轻松： 本该欢度新年和
东正教圣诞长假的俄罗斯， 因马格尼
托哥尔斯克的爆炸事故蒙上了一层灰
色的面纱， 39 人遇难对俄罗斯来说相
当沉重。 围绕爆炸原因众说纷纭， 也
让俄民众对国家安全忧心忡忡。 另一
边 ， 随着惠兰身份的不断曝光 ， 美 、

英、 加、 爱的四重国籍， 让俄罗斯再
一次面对小型 “西方集团” 的集体压
力， 这一幕很像去年 3 月斯克里帕尔
事件后西方集体制裁的重演。 不同的
是， 这次率先发难的是俄罗斯， 但相
对沉默的也是俄罗斯。

“间谍” 还是 “人质”？

尽管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以 “间谍
嫌疑人” 的身份逮捕了惠兰， 但现在
把他称之为 “间谍” 还为时尚早。 不
过在官方消息尚未公布之前， 各路媒
体已经对他的身份形成了两种几乎对
立的看法 ： 以 The Duran 为代表的
美国右派媒体在引用英国独立调查机
构 Bellingcat 调查结果的基础上 ，

几乎斩钉截铁地认定惠兰 “间谍” 的
身份。

首先是因为其复杂的人生履历 。

现为汽车零件供货商博格华纳安全部
负责人的惠兰 ， 1994 年曾加入美国
海军陆战队 ， 并于 2004 年和 2006

年两度被派往伊拉克。 根据 《华尔街
日报》 最新披露， 惠兰在伊拉克时曾
被发现偷盗超过 1 万美元的公共经
费 ， 并因盗窃罪和其他 15 项罪名于
2008 年被海军陆战队开除 。 惠兰的
孪生兄弟戴维·惠兰在接受 《华尔街
日报》 采访时称， 全家仍以当年保罗
偷盗的历史为耻。

第二， 惠兰在海军陆战队任职期
间就与俄罗斯接触 。 公开信息显示 ，

他的 “俄罗斯故事” 相较于 “海军陆
战队经历 ” 更为正面 。 据戴维介绍 ，

2006 年 ， 惠兰曾利用两周的假期访
问俄罗斯。 此外， 惠兰还有一个注册
10 年的 VK （俄版脸书） 账号 ， 这个
并不常登录的 “僵尸账户” 会发一些
其在俄坐火车旅行的照片， 以及偶尔
对美国政治的简单评论 。 从 VK 上为
数不多的 “好友” 来看， 惠兰在俄罗
斯的 “朋友” 多为男性， 身份多为俄
海军、 国防部及下属机构人员。 根据
《纽约时报》 的调查， 与惠兰接触过的
俄罗斯人大多觉得他 “友好”， 是一个
“开放的美国人”， 且热衷于俄罗斯文
化。 据称， 惠兰在学习俄语， 尽管交
流时仍以谷歌翻译作为工具。

此外， 《纽约时报》 援引不具名
消息称， 此次惠兰来俄罗斯也是为了
参加一名当时海军陆战队战友的婚礼，

该战友娶了一位俄罗斯姑娘。 “不过
从去年 12 月 22 日入境， 计划于 1 月
6 日离开， 这么长的时间， 惠兰并未

只出席婚礼。” 《纽约时报》 称， 在被
捕前五分钟， 惠兰曾和一个俄罗斯人
在莫斯科大都会酒店见面， 后者为其
带来一只存储有俄某保密单位工作人
员名单的 U 盘， 之后便被俄联邦安全
局破门抓获。

尽管 The Duran 援引的证据似
乎都指证其确为 “间谍”， 但以 《莫斯
科时报》 为代表的俄罗斯自由派媒体
却认为 ， 惠兰的偷盗历史与 “间谍 ”

身份无关， 他更像一个被利用的 “俄
罗斯文化爱好者”， 被设计用来与在美
被捕的俄罗斯女公民玛丽娜·布京娜进
行 “人质” 交换。

抓捕时机很值得玩味

针对 “人质” 交换的说法， 俄罗
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 5 日表
示 ， 现在讨论 “换人 ” 还为时尚早 ，

“他还没有受到正式起诉， 目前讨论是
否可能交换嫌疑人既不可能， 也不合
适。 ”

如果不是 “人质” 交换， 那么退
一步讲， 俄罗斯是否正再次使用 “以
牙还牙 ” 的外交手段 ？ 去年 12 月
13 日 ， 布京娜已经在华盛顿法院就
密谋作为 “外国代理人” 认罪， 尽管
俄媒普遍认为布京娜受美国 “非正
常” 手段诱使认罪来换取减刑， 但这
场从 7 月开始 ， 拉锯了 5 个月的 “俄
罗斯美女间谍案 ” 最终以俄罗斯落
败告一段落 。

《纽约时报》 援引普京在去年年
度记者会上的话说： “国家间的复仇
原则就是以牙还牙。” 这确实符合俄罗
斯一贯的外交作风。 但值得关注的是，

俄罗斯选择 “复仇” 的时间点很值得
玩味。 惠兰于去年 12 月 28 日被捕 ，

这是布京娜认罪后的半个月， 又是俄
新年假期的前两天， 据 “今日俄罗斯”

报道， 抓捕惠兰的行动经过了周密的
计划， “联邦安全局盯了他很久， 最
后一举抓获”。

将惠兰投入莫斯科勒福托夫监狱
之后， 面对美英等国的外交施压， 俄
罗斯则以长假为借口， 反应相对沉默。

这种 “沉默 ” 表现在媒体的宣传上 ：

事件发生 24 小时内 ， 俄主流媒体只
进行了简单报道 ， 并未表现出一种
“大仇得报” 的快意。 此后对马格尼托
哥尔斯克爆炸事故的报道更是转移了
公众对惠兰事件的注意力。

很显然， 这符合当下普京处理与
西方关系的策略， 即在具体问题领域
“有仇报仇”， 但是不进行扩大， 在回
归 “外交现实主义” 的基础上， 与西
方国家有限对抗。

除了想与西方关系有所缓和外 ，

有限对抗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正在
面临 “国内安全困境”： 是打造世界杯
时期的开放友好形象， 欢迎八方来客，

还是强调国内 “安全至上”？ 诚然， 前
者对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形象和经济有
双重益处， 但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安
全事故和 “间谍案” 这种涉及国家安
全的事件更牵动俄罗斯民众的安危 ，

也更关乎普京的支持率。

”华社微特稿 韩国政府 7 日证实，

承诺向朝鲜提供的抗流感药物“达菲”和

流感快速检测试剂最早本周运抵朝鲜。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 7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 隶属统一部的 “韩朝交

流合作推进协议会” 正以书面形式审议

向朝鲜提供抗流感药物 “达菲” 和流感

快速检测试剂的方案。

韩联社 7 日以多名消息人士为来源

报道， 韩朝交流合作推进协议会寻求本

周早些时候结束磋商、 确定具体实施方

案。 抗流感药物援助涉及费用将从设在

统一部的韩朝合作基金中划拨， 金额大

约数十亿韩元。 若进展顺利， 这批药物

可能本周或下周经由陆路运至朝鲜。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去年12月27

日宣布， 韩国近期将援助朝鲜抗流感药

物， 以增进南北互信。 韩方已就这项援

助与美方沟通， 确保不违反对朝制裁。

韩国 2009 年 12 月由陆路把 40 万

剂量的 “达菲” 和 10 万剂量的 “乐感

清” 运至朝鲜。 （包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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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美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一事

”华社北京 1 月 7 日电 （记者侯晓
晨） 针对美国军舰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

岛领海一事，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7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

有关行径， 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

涉，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动。

有记者问， 美国今天派军舰进入西

沙群岛附近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 你

对此有何评论？ 对美方选择正举行中美

经贸磋商这一时机派军舰进入南海有何

评论？

陆慷说， 美国海军 “麦坎贝尔” 号

军舰未经中方允许，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

群岛领海。 中方随即派出军舰军机依法

对美舰实施查证识别， 予以警告驱离。

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表示， 美舰有关行为违反中国法

律和相关国际法， 侵犯中国主权， 破坏

有关海域的和平、 安全和良好秩序。 中

方坚决反对美方有关行径， 敦促美方立

即停止此类挑衅行动。 中方将继续采取

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至于美方这一行径对当前中美正在

进行的经贸磋商有何影响， 陆慷说， 妥

善解决好中美之间现在存在的各种问题

包括经贸问题， 对两国、 对世界都是有

利的。 “双方都有责任为此营造必要的

良好氛围。”

”华社华盛顿 1 月 6 日电 （记者刘
品然 刘晨） 美国总统特朗普 6 日表示，

美国和朝鲜正在就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的地点进行协商。

特朗普当天前往戴维营前对记者

表示 ， 美朝双方正在就他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会晤的地点进行

协商。

特朗普说， 美国和朝鲜有 “非常好

的对话”。 他同时也表示， 美国对朝鲜

的制裁仍然有效。

特朗普 2 日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

上说， 他收到金正恩一封 “了不起的”

信， 并表示可能与金正恩在 “不太遥远

的将来” 再次会晤。 上月初， 特朗普对

媒体表示他或将于 2019 年 1 月或 2 月

与金正恩再次举行会晤。

金正恩 1 日在新年贺词中表示， 他

随时准备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举行会

谈。 如果美国不遵守承诺， 误判朝鲜人

民的耐心， 依然对朝制裁施压， 那么朝

鲜也将可能不得不为自身主权和最高利

益、 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安全而 “寻求

新路”。

2018 年 6 月 ， 特朗普与金正恩在

新加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 就 “建立

新的朝美关系” 以及 “构建朝鲜半岛持

久稳定和平机制” 达成一致。

？协未能带来和解 周末示威如期而至

当所有人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妥

协能换来“黄马甲”运动的平息时，法国

全境在上周末再次爆发抗议示威活动。

更重要的是， 随着骚乱和暴力的图像与

视频占据各大社交媒体，国际舆论认为，

总统似乎已无力应对“黄马甲”运动。

欲用“全国辩论”试探民众反应

据法新社报道， 上周六全法共约 5

万名抗议者参加示威活动，比去年 12 月

底的第七次活动增加 1.8 万人。 全法多

地示威中都出现了暴力事件， 甚至法国

政府大楼也被抗议者冲击。此外，抗议者

在数个地区向警方投掷石块， 而警察用

催泪弹和高压水炮回击。据统计，法国警

方共拘捕了 103 名抗议者， 其中 101 人

遭到监禁。 “他们攻击的是共和国的卫

兵、代表和象征。 ”马克龙 5 日晚在推特

上严厉谴责这一行为， 称将利用法律手

段应对暴力行为， 并呼吁所有人回到对

话及谈判的轨道上。

美联社分析称，面对愈演愈烈的“黄

马甲” 运动， 马克龙将很快会推出新措

施。 果然，法国政府 6 日宣布，马克龙将

开展一场为期 3 个月的 “全国辩论”，以

回应民众的诉求。据了解，此次辩论的主

题包括生态过渡、税制及公共支出、国家

组织及公共服务等四大项。 辩论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到 1 月中旬，政府向民

众征集选题，了解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第

二阶段从 1 月中旬持续至 3 月中旬，对

征集的选题进行辩论。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国问题专家薛晟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次辩论

其实是一种试探。 一是试探民众对于改

革的反应， 避免像燃油税上涨后导致的

“黄马甲”运动再次出现；二是马克龙希

望借此改变他已被贴上的“富人总统”的

标签。但他同时认为，政府在公布辩论选

题时或许会激发民众更大的矛盾，“毕竟

有些民众的选题无法选上， 那些人的反

对声会非常大， 马克龙到时如何安抚变

得很关键了”。

不断妥协将影响总统连任

有分析指出，“全国辩论” 将是一把

双刃剑， 若法国民众诉求届时无法得到

妥善回应，马克龙政府将再度面临考验。

此外， 马克龙借此次辩论尽力避免全民

公投的尴尬局面。 因为在法国历史上的

全民公投中， 也曾发生过民众由于对领

导人不满而投反对票的情形。 2005 年法

国举行《欧盟宪法条约》全民公投 ，55%

的民众投下反对票， 大部分人就是因不

满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而选择反对。 马

克龙此举意在让法国人将所有问题全部

抛出，再想解决办法。

“黄马甲”运动爆发于马克龙 5 年任

期的关键时刻， 从其一系列不受欢迎的

经济改革开始， 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正日益考验着马克龙加快改革步伐的决

心， 并迫使政府对税制改革进行重大调

整。然而薛晟认为，“全国辩论”恰恰会拖

慢改革的节奏， 去除3个月的辩论期与7

月、8月的暑假假期， 留给法国政府仅有

半年有余，政府是否有时间与精力应付，

民众会否再次被激怒，这些都是未知数。

事实上， 马克龙在燃油税问题上做

出妥协时，就已经注定如今的局面。马克

龙之前的让步满足了法国人的要求，表

明他是愿意妥协的。 法国人自然会提出

更多要求。 “如果不同意，他们就继续抗

议；如果同意，那就继续不断试探他的底

线。 ”薛晟认为，不断妥协的后果就是影

响马克龙的连任。 法国总统每任任期结

束后， 法国媒体都会为总统列出一张表

单，上面有其竞选时承诺的内容。如果马

克龙妥协到底， 其任期结束时他的成绩

单就会格外难看，势必会影响连任，奥朗

德正是前车之鉴。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刘 畅

非洲中部国家加蓬首都利伯维尔 7

日清晨发生兵变。 一群军人占领电台，

向民众发布通告， 质疑总统阿里·邦戈

“继续履行职责的能力”，鼓动军队和平

民中的年轻人加入“起义”。邦戈去年 10

月出访时病重住院，正在北非国家摩洛

哥休养。

几小时后，加蓬政府宣布，已经“控

制局势”。

加蓬国家广播电台当地时间 7 日 6

时 30 分左右 （北京时间 13 时 30 分）播

出一份声明。念这份声明的人自称凯利·

翁多·奥比昂中尉， 是共和国卫队军官，

领导 “加蓬国防和安全部队青年爱国运

动”。 声明说，总统邦戈在今年元旦前夕

发表的讲话 “加重了外界对总统继续履

行职责能力的怀疑”。

一段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

奥比昂穿战训服，戴绿色贝雷帽，站在一

间电台录音棚里念声明， 两名持突击步

枪的士兵站在身后。

路透社以一名与加蓬政府关系密切

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声明播发前后，首

都中心的国家电视台附近响起枪声，但

起事者似乎只是“一小撮”士兵。 路透社

援引目击者的说法报道， 忠于政府的士

兵发射催泪瓦斯、 驱散聚集在电台外面

的大约 300 名“支持政变者”，直升机在

上空盘旋，首都大部分地区气氛平静。

几小时后，加蓬政府发言人居伊·贝

特朗·马潘古告诉法新社记者，“局势已

得到控制”， 发起兵变的 5 名军人中，4

人被捕，1 人在逃。

邦戈现年 59 岁，去年 10 月 24 日在

沙特阿拉伯因病住院，11 月起在摩洛哥

继续接受治疗， 现在摩首都拉巴特一处

私人宅邸休养。

去年 12 月 31 日晚， 他在摩洛哥向

国内民众发表新年致辞，承认自己有恙，

但正在康复。录播的演讲视频中，邦戈的

右臂似乎移动不便，部分言辞发音不清，

但精神状况良好。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

罕默德 7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非

洲联盟强烈谴责今早在加蓬发生的未遂

政变。我重申，非盟坚决反对一切违反宪

法的政权更迭。 ”

沈敏 （”华社供本报专稿）

”分国籍，购一张出境机票自动增加 1000日元的税

日本从 1 月 7 日起开始征收 “出

国税”， 这个消息着实让不少人感到有

些惊讶 。 去年 4 月 ， 日本国会通过

《国际观光旅客税》 法案。 这里所说的

国际观光旅客税， 也就是所谓的 “出

国税 ”， 才是日本政府出台此法的重

点。 简单地说， 从 1 月 7 日起， 不论

是外国人还是日本人离境日本时， 都

要交这个专门的税。 出国税费用不高，

每人 1000 日元 （约合 63 元人民币），

但这个税种的出台着实让日本民众也

感到费解和不满。

什么是 “出国税 ”？ 具体怎么征

收 ？ 从日本法律给出的定义来看 ，

“国际观光旅客税” 的纳税人是 “通过

船舶和飞机出国 （日本） 的旅客， 有

纳税义务。” 当然， 其中也有不用上税

的人员， 比如船舶或机组人员、 被强

制遣返的个人、 乘坐公用船只或者公

用飞机 （政府专用飞机等） 出国的人、

转机旅客 （在 24 小时内出国的人 ）、

由于天气原因在日本紧急着陆的人以

及未满两岁的婴儿等等。 征税的起始

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7 日， 在此日期前

购买的机票不用缴税 ， 7 日之后再购

买出境机票时， 会自动增加 1000 日元

的税款。

2018 年到日本旅游的外国游客已

超过 3000 万人次， 如果再加上日本人

出国的数量， 据估算 2019 年日本政府

仅 “出国税” 一项便可增加 500 亿日

元 （约合 31.6 亿元人民币 ） 的收入 。

日本赋税繁杂， 花样百出， 但自 1992

年的 “地价税” 之后， 出国税还是首

个新型税种。

征税总是要有个名义的， 日本政

府和政客们给出的说法也让日本民众

感到费解。 日本政府称 “出国税” 的

收入用途， 主要用于增强游客体验等，

诸如： 优化外国游客的环境感受， 增

设多国语言的标示牌 、 免费 WiFi，

增添旅游观光介绍点以及完善交通设

施等。

对于此次征税， 日本大型旅游公

司 JTB 认为， 今年征收出国税以及消

费税将从 8%提升到 10%， 虽然会对

日本旅游业造成一定影响， 但不会太

大。 此次征税的同时， 日本政府也在

研究减轻相关税费的对策。 对于旅游

业来说， 如何能唤起征税后的旅游需

求才是当前最应考虑的问题。

（本报东京 1 月 7 日专电）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7 日， 在东京羽田机场一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为外国游客办理业务。 视觉中国

身份成谜的保罗·惠兰在俄罗斯被捕， 再一次搅动了俄美关系。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