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上海杨浦华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小贷）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银盛嘉）签署的不良
资产转让协议，华东小贷将对其如下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下简称标的债权及其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睿银盛嘉。

根据睿银盛嘉与上海启惠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惠金融）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睿银盛嘉将标的债权及其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启惠金融。 现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启惠金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请如下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启惠金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杨浦华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启惠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启惠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09号 49幢 1楼 113室

2019年 4月 12日

上海杨浦华东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上海启惠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抵押合同编号 担保合同编号

1 上海贸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50 HD2012-企贷- 0049/0050-D
HD2012-企贷-0050-B
HD2012-企贷-0050-B2

2 上海谭宝钢铁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49 HD2012-企贷-0049-D
HD2012-企贷-0049-B
HD2012-企贷-0049-B2

3 上海钢企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41 HD2012-企贷-0041/0042/0044-D
HD2012-企贷-0041-B
HD2012-企贷-0041-B2

4 上海飓鑫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42 HD2012-企贷-0041/0042/0044-D
HD2012-企贷-0042-B
HD2012-企贷-0042-B2

5 上海锡旺商贸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20 HD2012-企贷-0020/0002/0026-D HD2012-企贷-0020-B

6 上海春染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26 HD2012-企贷-0020/0002/0026-D HD2012-企贷-0026-B

7 上海欢彩实业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44 HD2012-企贷-0041/0042/0044-D
HD2012-企贷-0044-B
HD2012-企贷-0044-B2

8 上海霄祥实业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02 HD2012-企贷-0020/0002/0026-D HD2012-企贷-0002-B

9 上海霄祥实业有限公司 HD2013-企贷-0003 HD2013-企贷-0003-D HD2013-企贷-0003-B

10 上海搏德恒钢铁有限公司 HD2012-企贷-0045 HD2012-企贷-0045-D
HD2012-企贷-0045-B1
HD2012-企贷-0045-B2

根据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晓芳达成的债权
转让安排，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徐晓芳。 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徐晓芳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

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徐晓芳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徐晓芳
2019年 4月 12日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徐晓芳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 合同号 抵押物 保证人名称

王繁旭、

续新伟

211201424001000静安区南京西路 873-

881 号 2001 室 、2002

室 、2003 室 、2004 室 、

2005 室 、2006 室 、2007

室 、2008 室 、2009 室 、

2010室、2011室

上海坤利配
件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

211201424004001

211201424003001

根据 29 Huangpu Investments S.à r.l.(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上海旭水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让方”)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
方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截止 2018年 7月 5日本息，之后利息也一并转让)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及实现和执行资产包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已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转让给受让方。 转让
方和受让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上述债权及附属权利/权益已转让的事实，并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或相应的担保责任，以及履行受让方对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 特此公告。
受让方联络方式如下，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13816234929

转让方：29 Huangpu Investments S.à r.l. 受让方：上海旭水实业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2019年 4月 12日

公告资产清单

1、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出现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2、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其他负有清偿责任的主体。 3、本公告如有
差错，以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档案和法院/仲裁机构判决、裁定、裁决为准。

29 Huangpu Investments S.? r.l.与上海旭水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贷款合同编号 物权担保人及/

或保证人名称 物权担保合同/保证合同编号 贷款行

1

上海中
瀚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

CD151314000026、CD151314000027、CD151314000028、
CD151314000029、CD151314000030、CD151314000031、
CD151314000032、CD151314000033、CD151314000034、
CD151314000035、CD151314000036、CD151314000038

刘海翰、 上海日泉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惠杨仓
储有限公司、 上海新绿申
行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元
储贸易有限公司、潘桦

BZ151313000081、BZ151313000080、
BZ151313000078、BZ151313000077、
BZ151313000079、ZY151313000032

江苏银
行上海
分行

“万木皆未秀，一林先含春。 ”常熟大金
樱花节已办了五届了，同前几届的欲开还羞
相比， 今年第六届的樱花节已是满树繁花，

云蒸霞蔚。

花美人也美。 与去年樱花节一样，青年
男女的动漫人物角色扮演依然人气十足；往
年不见的穿汉服的妙龄少女登场也吸引了
不少眼球。

在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另一面露天
舞台上， 大金员工演绎着歌舞 《最初的梦
想》、古典舞《落花情》等精彩的表演；与此同
时，60个摊位为游客准备了美味可口的各色
中日小吃，琳琅满目惹得人食指大动。 从上
海虹桥地区的“鸟将军”日本料理店运来半
成品的上海正人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山
优同厨师戴着口罩、穿着白大褂、忙于销售
日式炸鸡和烤薯条等美食， 一转眼功夫，就
将近一万元人民币的营业收入悉数捐给爱
心组，并由爱心组统一捐赠给＂海虞妈妈＂和

常熟福利院。 首次从北京来常熟出席大金樱
花节的俞永昌同石山优是大学同学, 他向老
同学表示深切敬意的同时认为，大金企业服
务且贡献于社会的理念也对供应商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出席今年樱花节开幕式的常熟市副市
长雷波称赞该产业园作为常熟重要的经济
板块，近年来始终秉承“高效服务、共同发
展”的理念, 围绕氟材料、生物医药等特色产
业， 在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
绩。 同时，园区积极推进“责任关怀”工作，成
立了责任关怀园区委员会，并定期组织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建立企业间互学、互助、共
享的机制，着力打造绿色、安全、高效的现代
化生态产业园。 大金公司作为委员会的总协
调单位，积极践行“责任关怀”理念，热心公
益事业，重视与周边企业、社区和居民的互
动，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共建共享，大金樱花
节已成为园区“责任关怀”的重要品牌活动。

从大金日本总部赶来的大金工业株式
会社执行董事平贺义之点评道，大金集团一
直致力于“兼顾社会贡献与事业发展”两不
误。 在常熟工场，也一直致力于成为区域社
会值得信赖的工场为目标开展了各种各样
的活动。

8年前，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迎
来建厂 10周年庆典。 在大会上由总公司大
金工业株式会社的井上礼之、时任常熟市市
长王飏等共同栽下了象征友谊的 66株樱花
树，如今已遍植 1000多株。 每至樱花盛开，

如繁星一般团团簇簇。

据大金氟化工（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
席彭秀壮介绍，再过 5年，大金将成“百年老
厂”， 而常熟大金樱花节的影响力也越来越
大，在去年 5千人出席的基础上，今年来园
人员大增。

“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燕子声声
里，相思又一年。 ”

缤纷浪漫 爱心相伴———记第六届常熟大金樱花节

让青年教师
如虎添翼

教师， 是教育的主体力量， 也是办学的

重要支柱。

一所高品质的高中， 必然由高素质的教

师组成。 因此，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历来是

学校的重中之重。

而在壮大师资队伍的建设中， 青年教师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青年教师， 既

是眼下教育的主力军， 也是决定学校未来的

关键元素。 正因为此， 学校建立由青年教师

组成的 “清溪书院”， 就是为他们的成长和发

展搭建了平台。 多年来的事实证明， “清溪

书院” 在凝聚、 团结、 提升青年教师中起到

了突出作用。

目前， 学校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致力在提升师资队伍中实施 “三大工程 ”，

即： 实施 “引水” 工程。 与国内外名校、 名

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享高端、 多元的人

才资源， 实现共生发展。 实施 “架桥” 工程。

推荐中青年骨干教师参加市、 区名师基地班

学习。 创造条件支持骨干教师参加国际、 国

内的高端教育教学研讨活动， 支持教师发表

专业论文， 出版学术著作， 推动骨干教师的

业务能力的提升。 实施 “青蓝” 工程。 通过

“引路子”、 “压担子”， 激发青年教师的工作

热情， 使他们的事业发展开好头， 起好步，

实现 “青出于蓝胜于蓝”。

（作者为上海市高桥中学校长）

■张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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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学精业：传承高桥园百年文脉 作育英才：建设书院式生态学校

“清溪书院”育精英
师资提升打先锋

上海市高桥中学提升办学品质建设优质高中纪实（专业发展篇）

与小桥流水相匹配，与亭台楼阁

相辉映，与书院式生态学校相媲美的

是，高桥中学有一个 “清溪书院 ”，溪

与流水同行，院与楼阁同品。 而谓之

“清溪”， 一取之于由青年教师组成，

由清一色的青年教师加盟，二寓意追

求清如溪水的教育。

直到如今，不少青年教师对这一

幕记忆犹新 ：2008 年 5 月 25 日 ，在

“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总有一天

有属于我的天”《蜗牛》歌曲背景音乐

的烘托下，在离团代表 “成熟的我们

抛弃了荣誉 ，选择了责任 ，我们离团

更近了 ”的 《荣誉与责任 》发言后 ，

“离团不离心，清溪伴我行 ”，教工团

员的离团仪式和青年教师组成的青

年社团———“清溪书院 ”成立仪式隆

重举行。

一月后 ，2008 年 6 月 ，“清溪书

院”与教工团委共同组织了宁波之行

活动，以此开启了“清溪书院”的漫漫

旅程。 “清溪书院” 建立社员成长档

案，确定每年“四个一”任务清单，即：

一份《清溪书院》的期刊 ，挂校园网 ；

一次 “清溪杯”青年教师教育教学基

本功主题系列活动；一次青年教师主

题实践活动；一项青年平安志愿者主

题服务活动。 如：参观雪龙号科学考

察船，加强青年教师海洋意识 ；为学

生开展各类讲座等。

多年来，《清溪书院》期刊每一期

制作精美，留下了青年教师成长的足

迹，校长对“清溪书院”的寄语就是坚

持和留下痕迹。 看看社刊，仿佛看到

高桥中学的昨天 、今天 ，也看到高桥

中学的明天。

“清溪书院” 的 “前世今生”

一股清流，激荡教育人的心扉；一泓暖流，淌过年轻人的肺腑；一腔热流，滋润
追梦人的情怀。 “清溪书院”，是上海市高桥中学青年教师成长的幸福家园。

学校教育的发展，首先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发展，更要
重视教师队伍的发展。为进一步有效提升办学水平提高办学质量，学校始终关注教
师队伍的自身建设，尤其是青年教师的“职后培养”，这关系到学校发展的后劲。

2008 年,在学校党政的关心支持下，成立了由青年教师组成的自发性的学习
共同体组织———“清溪书院”，旨在通过变“要我”为“我要”，变“外因”为“内因”，培
育向心力，激活内驱力，积极探索青年教师“后师范”培养的新模式。

作为学校青年教师的社团组织，学校本着“党政搭台，后生唱戏，围绕主题，助
力成长，自编自演，好戏连台”的办社宗旨，积极鼓励、热情支持“清溪书院”各项活
动的开展，走出了一条青年教师自我成长、助力成功、走向成熟的“新路子。 “一泓清
溪水，十年芳华路”，社团成员茁壮成长，有的走上校内外领导岗位，有的被评为学
科“带头人”，有的成为教学骨干……

“清溪书院”的业绩获得了社会的好评，曾获得浦东新区高桥镇“十佳优秀志愿
者集体”、“上海市优秀青年学习型组织”等荣誉称号。 “清溪书院”还成为浦东新区
第一家青年教师成长与发展实践基地。

“清溪书院”的优势：专家引领，畅所欲言
“清溪书院”的活动得到学校的大力

支持，学校党政领导全程关注与参与。

“顾问制”引领成长方向

采用顾问制 ，使 “清溪书院 ”的活

动更有高度。

在 “清溪书院 ” 十周年庆典暨

“百花奖 ” 颁奖仪式上 ， 学校党政

领导为陆戴峰 、 徐洁 、 何龙华 、 沈

惠兰 、 瞿娅妮 、 孟召红六位 “老社

员 ” 代表颁发顾问证书 。

“头脑风暴”碰撞思想火花

头脑风暴 、 思维碰撞 、 民主决

策， 为教师提供了自主发展的空间 。

“清溪书院 ” 的每位社员都是平等

的 ， 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 也愿意

倾听别人的想法 ， “清溪书院 ” 重

大活动策划 、 决定都是成员共同智

慧的结晶 ， 通过讨论 ， 寻找最优方

案 。 沈惠兰老师曾描述过 “清溪书

院” 的 “盛景 ”： 研读人文读本 ， 内

炼师德修养 ； 赏析精品课程 ， 站稳

三尺讲台……

骨干社员严于律己 ， 在教育 、

教学 、 科研各方面努力发展 ， 提升

自己的专业化水平 ， 为年轻社员作

榜样。

“清溪书院” 的风范： 专设讲座， 志愿服务
在党总支的组织下，“清溪书院”的

青年教师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党章等，

策划主持了党员教师党史知识竞赛，使

党员老师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活动气

氛热烈，效果突出。

为学生讲解尽心尽力

“清溪书院”的青年教师不仅自己

认真学习党的理论，还利用自己职业的

特长，用容易接受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宣

讲辅导，青年教师在课余为学生开设了

许多讲座， 从党走过的道路到经济、文

化建设等各方面的成就， 内容丰富，如

唐燕莉老师的 《建党伟业———党的历

史》、孟召红老师的《〈福布斯十年〉与国

人的财富观》、陈勇老师的《城市文化新

名片遇险》、徐洁老师的《中国人的诺贝

尔奖之路》 和陆戴峰老师的 《域外见

闻》，均受到学生的欢迎。

主动作为好评多多

“清溪书院”的活动丰富多彩，取得

佳绩。 曾自编自导自制电视短片《春风带

雨，分享快乐》，并获《爱的礼赞———浦东

新区优秀教师风采录》电视短片三等奖；

合作创作“迎世博”长诗《盛放在茉莉花

开的时节》，参加高桥镇诗歌朗诵比赛获

一等奖，指导学生朗诵获“区一等奖”、“市

二等奖”；组队参加浦东新区教育系统职

业青年辩论赛获第一名……

志愿服务有声有色

青年平安志愿者主题服务活动有

声有色，“清溪书院”志愿者服务队始于

参加六国峰会及特奥志愿者服务，并在

此基础上不断壮大完善，现有固定五年

以上服务经历的教师 19 人， 替补成员

50 多名， 曾获浦东新区青年志愿服务

优秀集体 ，3 人获区优秀志愿者 ，2012

获高桥镇“十佳优秀志愿者集体”。吴嘉

麟老师说：“志愿者生活，极大地磨炼了

我的意志， 作为新教师参与这样的活

动，具有很大的精神价值。 ”

感言

今日“高桥中学”新貌④

“清溪书院”的特性：聚焦专业，梯度培养
围绕青年教师专业发展 ，促使青

年教师快速成长 ，是 “清溪书院 ”的

主旨 。

“教学基本功大赛”练功夫

2008 年，举办了“清溪杯”第一届

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之粉笔字

比赛， 组织了教师代表参加了宁波慈

溪社会考察活动， 青年教师们的积极

参与， 让大家看到了高桥新一代的未

来与希望；2009 年，举办了“清溪杯”第

二届中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之

“我爱课堂语言美”大赛 ，充分展现了

青年教师对语言艺术的把握；2010 年，

慷慨激昂的朗诵比赛、 思路清晰的说

课比赛以及浦东新区青年教师辩论

赛， 让大家看到了新一代高桥人迸发

的青春；2011 年举办了青年教师风采

展示活动与社团文化节， 一曲歌唱出

深情，一段舞跳出活力，一首诗谱写出

果敢与坚毅。

“生态课堂”探索发力

“清溪书院”的活动从未止步。 近

期，“清溪书院” 的骨干教师结合学校

近期提出的生态课堂的主题， 利用学

科交叉的特点，就高桥地方特色，精心

制作了一个个教学短片。

九州生气，才人代出，老社员们积

极引领，新社员们尽展风采。 在近日学

校举办的百花奖青年教师教学比赛

中，经过精心准备、激烈角逐 ，年轻的

教师们脱颖而出 ，展现出新时代教师

风采。

老教师经验丰富 ，新教师思路新

颖，其中还有部分教师充分发挥现代

科技交互式平台的优势 ，利用智慧课

堂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 ，将知识真正

意义上传递给学生。 学校通过这次大

赛，深入课堂了解教学进程，充分发挥

优秀教师带头作用，加强教师间交流，

促进学校教学改革。

专题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