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方式 担保人信息 抵押物信息 本金余额 原贷款行

1
上海功升贸易有
限公司 抵押+保证金丽萍、曹卫东、上海亿美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建国中路 1号 101室，性质：商场。 抵
押人：亿美资产（包内）

15,737,202.56 工行浦开发支行

2
上海华世同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抵押+保证金丽萍、曹卫东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林荫新路 255 弄 21 号

（佘山月湖山庄）抵押人：金丽萍，性质：住宅 14,694,437.25 工行浦开发支行

3
上海美泽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 抵押+保证金丽萍、曹卫东、上海亿美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黄浦区建国中路 1号 102室。 抵押人： 亿美
（包内），性质：商场。

17,412,955.35 工行浦开发支行

4
上海亿美资产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 抵押+保证金丽萍、曹卫东、上海功升

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林荫新路 255弄 23号。
性质:住宅，抵押人：功升贸易（包内）

22,798,258.35 工行浦开发支行

5
上海久久艺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抵押+保证上海亿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丽萍、曹卫东

建国中路 1号 201室、202室。 性质：商业，抵
押人：亿美资产（包内）

22,277,129.87 工行金山支行

6
智爱生物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 抵押+保证上海亿美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金丽萍、曹卫东

建国中路 1号 203室、204室。 性质：商业，抵
押人：亿美资产（包内）

15,833,894.13 工行金山支行

7
上海鲨凌贸易有
限公司 抵押+保证朱林高、孙炉娣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荷路 220号 1-4层。 抵押

人：朱林高。 性质：商业。
6,312,962.21 工行宝山支行

8
上海文图商贸有
限公司 抵押 倪允彪、黄爱娟、袁燕萍、柏

平、黄爱萍

城桥镇兴贤街 11号 503室住宅， 抵押人：袁
燕萍； 城桥镇观潮新村 64号 403室住宅，抵
押人：黄爱萍，柏平。

1,064,247.04 工行崇明支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收购的不良债权进行处置。 我分公司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公开询价等方式进行公开处置，予

以公告说明。 上述不良债权基本情况如下【本公告清单列示贷款本金余额为截至基准日余额，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人）应支付给华融公司的利息、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其他相关合同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方式 担保人信息 抵质押物信息 本金余额

1
上海常信实业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杜建发、徐颖、田尔洪、张秀莲、上海大济仓储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南路 769号底层、 西藏南路 765-
779号地下车位 55、56

6,499,157.45

2
上海鹭翔仓储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杜建发、徐颖、杜建珍、翁超、上海大济仓储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洪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桥镇明中路 789号 1-2层、新桥镇明
中路 783号 1-2层 9,890,000.00

3
上海闽特钢铁发展
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杜建发、徐颖、杜建庄、翁灼妹、上海大济仓储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南路 769号底层、 西藏南路 765-
779号地下车位 55、56

14,899,710.79

4
上海望荣实业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杜建发、徐颖、全灵涛、徐嫦媛、上海大济仓储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南路 769号底层、 西藏南路 765-
779号地下车位 55、56

11,899,150.54

5
上海幸悦仓储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杜建发、徐颖、杜建珍、翁超、上海大济仓储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洪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桥镇明中路 791号 1-2层、新桥镇明
中路 789号 1-2层 9,598,847.02

6
上海佳唯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上海美善塑胶有限公司、倪后权、潘菊芳、倪佳

丽、姜利民
洞泾镇洞薛路 298号 4幢、洞泾镇洞薛
路 298号 5幢 60,000,000.00

7
上海龙德资源股份
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安徽省金大陆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田家庵区朝阳街道龙湖社区财富中心 B
区 101

63,176,903.88

8
上海荣坤贸易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质押

姚乃维、周虹、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昆明奥
瑞投资有限公司、谢云、舟山宝隆船务有限公
司

由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出具的六张
商业承兑汇票质押担保、由昆明奥瑞投
资有限公司基于(2015)楚中民二初字第
64号民事调解书对牟定开福矿业有限
公司的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宝迪隆 1号
船舶（登记号码: 070312000311）

98,700,000.00

9
上海新动源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质押

上海久诚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新动源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郑巨武、陈通燕、李立虎、戴丽梅

沪太路 533、537、541、545、549 号商城
一层、沪太路 533、537、541、545、549 号
商城二层、由上海新动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名下的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69,692,000.00

10
上海盈盈贸易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茅国梅

浦城路 366弄 4号 2904室、 临沂北路
150 弄 3 号 2802 室、 临沂北路 150 弄
1-3号地下 1层，车位 52

8,820,000.00

11
上海浦佳实业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向开祥、唐玉红、上海江瀚实业有限公司、黄浦

腾、黄胜霞 陕西北路 1612、1622号第四层 73,508,445.65

12
上海鼎诺铜业制造
有限公司 保证、质押 邱忠强、李爱莲、上海鼎诺铜业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鼎诺铜业制造有限公司对上海宝
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6 笔应收账款
（2013年 8月 16日签订的贸易合同，编
号 ZF013-081601）

7,442,350.43

13
上海骐商能源贸易
有限公司 保证、质押

中国商业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山西煤运省外煤
焦经销有限公司、山西煤运省外煤焦经销有限
公司晋北分公司

由上海骐商能源贸易有限公司对山西
煤运省外煤焦经销有限公司晋北分公
司的应收账款质押担保

42,228,387.85

14
上海京津物资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上海展智实业有限公司、郑仙财、周兴旺、张陈
斌、张林锦、周孙传、周亮、周翠兰、杨红梅、郑
清香、肖传娟、董用文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 618号 212室、
上海市宝山区三泉路 1858弄 16号 301
室、上海市宝山区高跃路 176号 1002室

3,925,340.64

15
上海润卓实业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上海展智实业有限公司、郑清香、张陈斌、张林
锦、周孙传、周亮、周翠兰、杨红梅、肖传娟、董
用文、孙登章、周兴旺

上海市宝山区殷高西路 618号 212室、
上海市宝山区三泉路 1858弄 16号 301
室、上海市宝山区高跃路 176号 1002室

10,046,405.34

16
上海闵松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上海华金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林纪韶、胡昌枝、江鹰、上海臻融投资有限
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志路 555 号 B
区 15 幢 101 -111 室 、201 -206 室及
301-306室、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新凤
中路 333号 E区 13幢 208室

10,600,000.00

17
上海彬娃贸易有限
公司 保证、抵押 章圣、上海永郝工贸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路 883弄 53号 1-

2层 14,999,999.30

分布区域：债务人位于上海
处置方式：拟采取公开竞价、公开询价等公开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按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应为主体适格的企业、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管公司工作人
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关联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等不得参与竞买。

公告有效期限为自本公告刊登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告有效期内我分公司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与咨询。

联系人：沈先生 021-6328286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63285003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 15号 10楼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9年 1月 11日

一、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受让的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基准日 2018年 3月 31日 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名称 担保人 担保合同名称 当前余额 利息（含复利）

1
上海杰隆生物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

蔡伦路 88号厂房及相应土地

抵押合同、保证合同 55,000,000.00 2,750,616.57杰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隆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成国祥、上海锦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蔡伦路 88号厂房及相应土地

抵押合同、 保证合
同、存单质押合同 23,993,872.28 859,787.89

杰隆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杰隆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成国祥、上海锦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杰隆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存单

2
上海高澎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 陈寿清、亭林镇林宝路 178号房产及相应土地 最高额保证合同、最

高额抵押合同 9,687,535.61 613,517.72

3
上海城基中控技术
有限公司

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展期合同

昆山城基中控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通信技术中
心、吴刚

最高额保证合同、保
证合同 4,500,000.00 442,879.40

二、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受让的债权如下。 基准日 2018年 11月 6日 单位：元

三、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受让的债权如下。 基准日 2018年 8月 2日 单位：元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嫦娥四号国际合作载荷开机
中国与多国携手探秘宇宙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记者胡喆）记者 10 日从国家航

天局获悉，嫦娥四号月球背面软着陆以来，由多个国家和组织参

与的科学探测任务陆续展开。 着陆器上由德国研制的月表中子

及辐射剂量探测仪和巡视器上由瑞典研制的中性原子探测仪开

机测试，获取的探测数据将通过“鹊桥”中继星陆续传回地面，中

外科学家计划共同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嫦娥四号任务的顺利实施凝聚着诸多参与国的贡献。 除探

测器上的德国和瑞典载荷外， 中继星上配置了荷兰低频射电探

测仪；俄罗斯合作的同位素热源将保障嫦娥四号安全度过月夜；

我国在南美建设的阿根廷深空站参加测控任务， 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欧洲空间局测控站也将发挥支持保障作用；此外，哈工大

环月微卫星“龙江二号”上的沙特微型成像相机已于 2018 年 6

月成功传回了地月合影。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国家航

天局就月球与深空探测合作进行了讨论。嫦娥四号任务发射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月球勘探轨道器-LRO 团队与嫦娥四号工

程团队科学家进行了密切沟通， 商讨利用美方在月球轨道运行

的 LRO 卫星观测嫦娥四号着陆，开展科学研究。据悉，美方向中

方提供了 LRO 卫星的轨道数据， 中方团队向 LRO 团队提供了

着陆时间和落点位置，期待将有更多科学发现和成果。

国家航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愿与各国航天机构、空间

科学研究机构及空间探索爱好者携手，共同探索宇宙的奥秘。

中共抗战英烈杨宏明
深冬时节， 位于鄂

豫交界大别山环绕中的

湖北省红安县二程镇三

里岗村富家凹湾， 还能

看到大片的绿色和田间

耕作的农民。 背靠富家山， 面朝金沙湖国家湿地公园， 中共抗

战英烈杨宏明的纪念馆就坐落在这里的一片青竹林中。

杨宏明， 1910 年出生， 湖北黄安 （今红安县） 人， 192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参加工农红军， 曾任连长、 营长、

团长等职。 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 “围剿” 斗争和两万五千里

长征。

全国抗战爆发后， 杨宏明奉命到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

争。 1938 年 1 月任八路军第 129 师补充团副团长。 1940 年 6 月

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 1 军分区司令员。 参加百团大战， 战功显

著。 1941 年秋至 1942 年春，调任冀南军区第 4 军分区司令员。

1941 年秋， 日军对杨宏明所部驻地一带发动大 “扫荡”，

杨宏明带领部分战士到邢济路北作战。 不久， 驻在济南的伪军

冯二皮部带领 3 个团， 在临西建立了十几个据点。

1942 年 4 月， 杨宏明奉命率两个团攻打伪军占据的马鸣

堂村， 在战斗中， 他亲临前线指挥， 并爬上房顶用机枪扫射敌

人， 战斗胜利结束， 冯二皮部大部被歼， 余者溃窜。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 于 4 月 29 日纠集大量兵力向杨宏明

部发动围攻。 杨宏明准确判断敌情， 指挥部队声东击西， 沉着

应战， 经奋力拼杀， 成功突围。 在突围中， 杨宏明中弹牺牲，

时年 32 岁。

“威名扬燕赵临西城乡留胜迹 忠魂归荆楚红安山水增光

辉。” 杨宏明纪念馆上的这副挽联， 记录着家乡人民对先烈的

缅怀之情。

新华社记者 徐海波
（据新华社武汉 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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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感冒急诊忙，学生取暖烫伤多
连日阴雨，寒风瑟瑟，申城儿科门急诊再现冬季“爆棚”

连日阴雨，寒风瑟瑟，又到儿科急性感

冒（上呼吸道感染）的就诊高峰季，上海各大

儿科医院、儿科门急诊近日迎来“爆棚”。 宝

宝生病，家长心焦，到医院看病动辄数小时、

多者一整天。 对此医院提醒：家长可借助网

络预约、分时就诊，或根据情况前往医联体

成员单位就诊，以避开就诊高峰与“交叉感

染”的风险。

各大医院儿科门急诊爆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昨

天发布数据， 自去年 12 月 20 日以来， 该

院儿科门急诊就诊进入高峰， 日均门诊量

与 11 月相比增长 32% ， 急诊日均增长

30%左右。

为此，新华医院儿科重点对就诊高峰时

间段加强了医疗力量配置，日间专家及普通

门诊增加二至三位医师出诊，中午实行不间

断看诊，夜间急诊增强力量保证四至五位医

师出诊，确保就诊患者不出现积压，缩短患

者候诊时间。

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

诊情况与新华医院类似。 在市儿童医院，目

前门诊量日均 7500 人次、 急诊 1500 人次。

院方称，这波就诊高峰始于上月，去年 12 月

较 11 月门诊人次增长 8.63%， 急诊人次增

长10.96%；到今年 1月，门急诊量较上月又有

增加，医务人员已进入“满负荷”运转状态。

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记者了解

到 ， 近来该院日均门急诊总量为 8000 至

8300 人次 ，“门急诊量较上月每天增加约

1000 例，夜门诊比之前翻了一番，每天有六

七百位病人。”儿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就

诊主要以感冒、发烧等内科病人为主。

伴随就诊人数激增，排队等候在所难免。

目前， 上海市级医院均已开通各类网络预约

功能。院方提醒患儿家属，就诊前可先在医院

官微或官网预约挂号，分时就诊，同时提倡分

级诊疗， 建议普通感冒患儿选择儿科医联体

单位就诊。 目前，上海已建立起“东、南、西、

北、中”覆盖全市的五大儿科医联体，由新华

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医院、儿科医院、瑞

金医院等牵头组建，辐射周边区域。

中小学生烫伤病例高发

除了感冒、发烧，学龄期儿童就诊还出

现了新情况。 元旦过后，瑞金医院灼伤整形

科出现“爆棚”，上周，该科室门急诊分别累

计接诊 1595 人次和 281 人次， 其中三成以

上是低温烫伤患者，以中小学生居多。

近日，一名 9 岁小患者到瑞金医院就诊

时，伤口已完全发黑，经检查为严重的三度

烧伤创面。 几天前，孩子睡觉时用“汤婆子”

取暖，一觉醒来发现大腿内侧被烫出了一个

小水泡，家长挑开水泡后，又涂上了红药水。

但孩子放学回家后，伤口渗出的液体把裤子

打湿了一大块。家长带其就近在某医院做了

简单的去除清理、涂了药膏后，非但没见好，

创面还越来越深，才来到瑞金医院就诊。 医

护人员称， 这位小患者的伤口原本并不严

重，但由于不正确的处理方式，特别是错误

地涂抹了红药水，影响到了预后及医务人员

的诊断。 据悉，这名小患者在寒假期间将接

受手术治疗。

医护人员发现， 入冬后， 中小学生晚

上写作业很容易手脚冰凉， 因此喜欢用热

水袋 、 汤婆子取暖 ， 晚上睡觉也离不开 ，

但这种取暖方式很容易造成低温烫伤。 对

此， 医护人员呼吁： 热水袋、 汤婆子、 暖

宝宝、 电热毯等取暖用品都有一定危险性，

要谨慎使用！

据介绍 ， 人的皮肤包括表皮和真皮

（浅层和深层 ）， 低温烫伤如同文火炖汤 ，

由于身体和发热物体长时间接触， 热量慢

慢渗透到深部， 伤及真皮组织。 换药时看

到的液体渗出， 其实是被破坏的组织的溶

解液； 一至两个月后， 才会逐渐出现肉芽

创面 （粉红色）， 然后再过数周甚至更长时

间完成上皮过程， 才算是痊愈， 整个愈合

过程比较痛苦。

提及安全的取暖方式，瑞金医院灼伤整

形科护士长周洁建议，可选购发热垫、厚棉

鞋等物品保暖，也可通过洗热水澡、泡脚来

驱寒，尽量不使用热水袋。因为只要使用，就

会有低温烫伤、甚至因热水袋破裂而引发高

温烫伤的风险。 据灼伤整形科粗略统计，入

冬以来， 已有 20 位患者因热水袋爆炸而被

紧急送到瑞金医院接受治疗。

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医生正在救治烫伤患者。 （瑞金医院供图）

让医学成果从实验室加速“跑”到病房
黄浦区与瑞金医院启动建设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园区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寸土寸金的

思南路一带将打造成为生物医药科创高地。

昨天， 上海广慈-思南医学健康创新园区启

动， 它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与黄浦区政府联合开发，旨在探索医疗机构、

政府部门和产业携手推动的创新合作模式，

将聚焦肿瘤、 心脑血管及慢性代谢疾病等人

群健康的主要威胁，加速相关新药物、器械及

治疗方案问世。

据了解， 该园区 I 期规划以思南路为轴

线，北临复兴中路、南靠徐家汇路、西起瑞金

二路、东至重庆南路，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机制上由政府、医院共建平台公司，导入专业

资源，开发运营园区、孵化及培育企业。

该园区的一大目标是成为生物医药创新

孵化基地，在体制、资源、资金上给予入孵项

目以全方位支持。比如，引入科研成果转化咨

询公司、专利申请管理公司、专利律师行、医

药研发外包服务公司、 生物医药产业临床试

验服务公司、生物医药产业中介，为入孵项目

开放临床研究床位、 生物样本库等共享科研

资源；在资金上，由孵化基地通过整合风险投

资、成立产业促进基金及政府扶持基金等，帮

助入孵项目快速成长。

瑞金医院院长瞿介明表示， 上海广慈-

思南医学健康创新园区成立后，在“转化医学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的基础上，医院

将通过集中优势科研资源，吸引国内外医药、

器械厂商落户园区，加快推进创新药物、医疗

器械等科技成果转化。

“园区将立足思南地块的优质临床医学

资源，通过打造各类平台，把医疗机构、研发

企业、 产业资本等医药产业链中的各要素带

入这里。”黄浦区委书记杲云表示，将从政策、

服务、人才等方面持续优化产业生态环境，加

快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培育和集聚， 对接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努力将其打造成国家

乃至国际级医学健康创新园区， 探索形成可

复制、可推广的产学研融合创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