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本金 欠息 垫付费用 担保情况

保证人 抵押物情况

1 上海宝滨工贸有限公司 57,304,700.22 41,224,477.65 257,562.07
周炜炜、周晓斌、刘颖、吴芳芸、
上海宝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
海宏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大渡河路 388弄 5号 2301及
23层 02储藏室

2 上海潮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 2,957,955.00 472,600.00 许维龙、陈霞

3 上海浩航实业有限公司 19,301,903.91 8,372,690.35 175,185.10
陈春娇、李孙云、上海贝露钢铁
有限公司、上海祺策实业有限公
司

松江区泗砖路 103 弄 41 号
601室、602室

4 上海灿申钢铁有限公司 7,632,686.59 9,165,094.11 125,539.80 陈春娇、李孙云

5 上海永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3,687,373.00 8,571,306.72 111,840.00 肖芳廉、来文婷 龙东大道 4028弄别墅 112号
全幢

6 上海建潭钢材贸易有限公司 12,695,048.00 5,564,858.64 24,927.00 叶裕安、肖雯 河南北路99号3008室、3009a
室、3028室、3063室、3073室

7 上海捷恩家具有限公司 - 6,906,240.00 123,100.00

8 上海军胜物资有限公司 7,299,372.00 6,388,128.00 91,125.00
肖赛月、叶伏通、肖志军、叶月
香、叶裕安、肖雯

河南北路 99号 3020室、3021
室、松江区泗泾镇泗砖路 1弄
68号 1-3层、 松江区泗泾镇
泗砖路 1弄 69号 1-3层

9 上海拓广钢铁有限公司 9,000,000.00 4,179,116.10 43,557.00 周美、周晨伟 河南北路 99号 3082室、3083
室

10上海胜铃经贸有限公司 7,992,541.67 5,424,229.99 36,251.00
上海瑞银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周伦汉

11上海灿跃实业有限公司 7,800,215.32 4,986,242.17 76,835.00
上海裕强石材有限公司、 郑国
延、周梅英、林华、蔡爱梅

12上海满瑞实业有限公司 7,500,000.00 4,783,526.85 -
上海银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
国顺、刘丽

13上海徽鸿商贸有限公司 6,292,021.47 4,818,962.25 60,179.00
上海元易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林永斌、官秀萍

14上海卓茂物资有限公司 5,500,000.00 3,799,796.00 -
上海银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汤
正量、叶翠芬

15上海贺增物资有限公司 5,335,357.00 3,347,373.34 -
上海银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
丽容、林德强

16上海加彼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558,618.00 4,783,525.85 30,375.00
上海银都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
承湖、周秋芳

17上海洪儒实业有限公司 4,791,386.67 3,193,339.39 24,213.00
上海瑞银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

18
上海广电 NEC 液晶显示器
有限公司 174,738,100.00 - -

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日本
电气株式会社

19上海利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34,241,344.00 43,114,414.39 - 上海嘉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上海庆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6,605,837.00 25,461,955.09 -
上海庆安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 安徽省应用技术研究所、
宿州市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合计 403,276,504.85 197,043,231.89 1,653,288.97

根据资产出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受托处置机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及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 Y00140029-13号，2018年 12月 21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权清单中 20户债
权相关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4日
联系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李婉彬；联系电话：010-57809369；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号；邮政编码:100033

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杜聪波；联系电话：021-68583630-831；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 858号绿地海外滩 B座 902；邮政
编码：200023

注：1、本公告所附债权清单列示截止到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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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附：债权清单 （基准日 2018年 5月 31日，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金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4 月 8

日， 的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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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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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 IC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张 松

■唐见端

专家视点

被美法意搅浑的利比亚局势

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别代表萨拉姆

近日宣布，鉴于利比亚局势，原定于 14

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延期。 他表示“没

法让人在枪战和空袭中参加会议。 ”

此前几天， 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夫

塔尔宣布，将在 48 小时之内拿下首都

的黎波里，肃清那里的“恐怖分子”。然

而，截至 12 日，哈夫塔尔武装仍在的

黎波里郊外， 与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

军事力量激战。

利比亚原领导人卡扎菲 2011 年

因北约干涉而惨死后， 利比亚内乱不

断。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对立的两

股势力形成了东西政权对峙局面。 国

民代表大会在东部城市图卜鲁格另建

政权，与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结

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主要城

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民族团结政府控

制西部部分地区，包括的黎波里，其首

领是总理萨拉杰，获得联合国支持。

近日哈夫塔尔风头正劲， 一些媒

体于是惊呼，独裁者又回来了。

哈夫塔尔与美国的前
生今世

哈夫塔尔曾经是美国的小伙伴。

卡扎菲时代， 他是其麾下一员军事干

将。 上世纪 80 年代与卡扎菲闹翻，此

后美国中情局介入， 把他及部属接到

美国住了 20 年。这期间他又成了美国

更迭利比亚政权的得力干将， 在北约

轰炸利比亚前夕赶回旧国， 成为反对

派武装的中坚力量。

利比亚政权更迭之后， 美国原以

为哈夫塔尔会对美国言听计从， 但事

实并非如此。 2014 年，美国开始讨论

该给哈夫塔尔什么职务， 当时的美国

非洲司令部司令罗德里格斯提出：让

利比亚西部武装与哈夫塔尔武装联

手，双方在哈夫塔尔指挥下进攻“伊斯

兰国”，美国军队予以配合支持。 美国

军方认为，只要行动成功，那么利比亚

就能组建一支统一的国家军队。

2016 年，美国国务院派员与哈夫

塔尔整整谈了两天， 要他在履行军职

的同时服从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

杰。 担任卡扎菲住房部长的萨拉杰对

美国表现谦恭， 前国务卿蒂勒森曾当

面夸奖他配合美国反恐卓有成效，并

保证对其“全力支持”。 但哈夫塔尔从

未把这位昔日文职同事放在眼里，明

确告诉对方不要当这个 “全国司令”，

会谈不欢而散。此后，哈夫塔尔用武力

和金钱相结合的手段占领利比亚东南

部大片产油区，并逐渐向西渗透，直至

今天扬言要拿下首都。

美国这些天数次发话， 要哈夫塔

尔停止西进，但后者似乎充耳不闻。有美

国学者认为， 美国不该这么让哈夫塔尔

一意孤行。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

研究员威赫莱、 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

员费特曼近日联名在 《纽约时报》 撰文

称，鉴于利比亚有陷入新内战危险，美国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外交行动阻止哈夫塔

尔。值得注意的是，文章还要求美国对一

些欧洲和阿拉伯国家施压， 让这些国家

不要在利比亚支持“极权主义”。

文章点了三个阿拉伯国家的名，埃

及、阿联酋，沙特，还特别指出哈夫塔尔

今年 3 月见过沙特王储萨勒曼。 被点名

的欧洲国家是法国。这表明，哈夫塔尔的

行为还有外部原因。

法、意在利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埃及、 阿联酋和沙特之所以支持哈

夫塔尔， 是因为利比亚西部的伊斯兰势

力主要是穆兄会。这其中既有政治组织，

也有武装组织，当然也有极端组织。哈夫

塔尔这些年打出的一个口号是，“除了穆

兄会，什么都可以谈”。 这一立场深得反

穆兄会的三国欢心， 埃及和阿联酋几年

前联合空袭利比亚恐怖分子， 其实也就

是在帮助哈夫塔尔打击对手。而埃及、阿

联酋的行动，自然也得到了沙特支持。

法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事实是，不单

是法国， 意大利也卷入了当前的利比亚

内斗，两国分别支持东、西两派。法、意在

利比亚的利益争夺可追溯到上世纪初的

殖民主义时期。 1911 年，意大利夺走了

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两处利比

亚的领土。为避免法国对此干预，意大利

先与法国达成协议： 法国承认意大利占

领上述两地， 意大利承认法国占领摩洛

哥。但虽有协议，此后为了各自在北非的

利益，两国明争暗斗从未停止。

到了新世纪， 担心美军占领伊拉克

后进攻利比亚的卡扎菲开始与西方走

近， 其中有地利优势的意大利与利比亚

比较融洽。 2004 年，两国合资建立了地

中海最长的输气管道绿溪天然气管道。

2008 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与卡扎

菲签订协议：意大利向利比亚支付 50 亿

美元， 作为对当年殖民统治所做出的赔

偿， 利比亚则协助意大利阻止非洲流民

经由该国流入欧洲。

2011 年初发生“阿拉伯之春”，贝卢

斯科尼当时丑闻缠身难以理政， 法国率

先提出北约干预利比亚。 此后利比亚一

片废墟，意利协议顿成废纸，而法国作为

参战主力，增加了在利比亚的发言权。意

大利由此深恶法国。

两国在利比亚分别支持两个政权，

皆因各自利益诉求不同。 法国追求的是

由它主导的地区安全， 借此进一步提高

其国际地位。 利比亚周边许多国家都是

前法属殖民地，法国认为，利比亚持续动

荡造成了该地区局势不稳， 影响到突尼

斯、乍得、尼日尔这些法国盟友。 法国希

望有个军事强人控制利比亚局势， 所以

选择了哈夫塔尔。

意大利追求的是发展本国经济和阻

止非洲流民涌入。 意大利与利比亚西部

城市的黎波里和米苏拉塔保持着深厚经

济联系， 而西部港口又是非洲移民出发

的主要地点。 加上哈夫塔尔威胁要没收

西部油气设施， 所以意大利选择与西部

政权合作。

美国无法容忍法国掌
握主导权

按照西方价值观， 哈夫塔尔是一

个独裁者，但法国照样支持。而利比亚

西部的确存在伊斯兰极端势力， 但意

大利还是与其合作。 所以两国都有辫

子可抓。 但是卡内基和布鲁金斯的两

位学者却只点名法国支持极权主义

者，反映的是美国当前立场。 在法、意

之间，美国选择了相对弱势的意大利。

出于盟主制衡心态， 美国对中东虽然

意兴阑珊， 但对于可能引发美国大权

旁落的事件从不会主动弃权。法国一旦

支持哈夫塔尔控制利比亚政局，那将形

成一个以法国为核心，由法国、埃及、沙

特、利比亚组成的跨地域利益圈。

更让美国担心的是， 俄罗斯对哈

夫塔尔似乎也感兴趣。 倘若俄罗斯加

入这个利益圈， 美国更无法忍受。 因

此，美国对利比亚事态一定会干预。哈

夫塔尔若进展顺利， 美国将承认他的

地位，不管他是否独裁。 如战事不利，

美国将施压哈夫塔尔与西部达成妥

协。从目前战况来看，哈夫塔尔进展并

不顺利。

无论出现何种结局， 美国干预都

不会产生积极效果。因为说到底，利比

亚人并没有国家意识，只有部落意识，

短期内要把利比亚建成统一的 “民主

国家”只能是西方的幻想。而正是美国

长期培植、 利用反对派干涉利比亚内

政，最后直接动武实施政权更迭，才导

致了利比亚今日的乱局。 （作者系上
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智库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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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和副主席辞职；将组建文官政府结束政治过渡期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据苏

丹官方电视台 12 日报道， 苏丹总统

巴希尔遭军方拘押一天后， 代为管理

国家的过渡军事委员会大换血。 过渡

军事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伊本·奥夫当天宣布辞职， 由中将阿

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接任。

12 日早些时候 ， 过渡军事委员

会下属政治委员会主席阿卜丁召开记

者会， 说将组建文官政府， 尽早结束

伊本·奥夫 11 日所说持续两年的政治

过渡期。

伊本·奥夫 12 日晚发表电视讲话

说， 他 “为了国家利益” 辞去过渡军

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布尔汉将接替他

担任这一职务。

伊本·奥夫说， 应过渡军事委员

会副主席马希的请求， 他同时宣布马

希辞职。

伊本·奥夫没有提及自己军内职

务是否变动， 呼吁 “让我们一起开辟

变革道路”， 表示相信布尔汉 “会掌

舵 （苏丹） 这艘船， 让它安全靠岸”。

布尔汉是军方三号人物， 分管陆

军， 指挥苏丹军队在也门的行动， 熟

悉海湾国家军方高层。 苏丹是沙特阿

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成员， 参与也门

战事。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 布尔汉的履

历 “比较清白”， 没有受到战争罪名

指控 ， 与总统巴希尔关系较远 。 另

外， 外界对布尔汉所知甚少。

作为巴希尔的 “身边人”， 伊本·

奥夫的背景遭受质疑 ， 要求他 “放

手” 政局过渡的呼声不小。 伊本·奥

夫宣布辞职后， 苏丹首都喀土穆街头

出现庆祝活动。

过渡军事委员会下属政治委员会

主席阿卜丁说， 过渡军事委员会今后

不会干预文官政府， 但国防部长和内

政部长两个职位将由过渡军事委员会

掌控。 按照他的说法， 如果没有出现混

乱局面， 至多 2 年的政治过渡期可能大

大缩短。

他说， 过渡军事委员会原定当天与

政治党派举行会议， 为对话创造氛围，

但会议因故推迟。 他说， 巴希尔领导的

全国大会党不会受邀参加对话， 但今后

可以参加选举。

伊本·奥夫 11 日宣布推翻巴希尔政

权。他说，巴希尔受到拘押，身处一个“安

全地点”。 他同时宣布，全国进入 3 个月

紧急状态、全境停火、暂停宪法效力。 知

情人士告诉路透社记者，现年 75 岁的巴

希尔据信还在总统府内，由重兵看守。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说， 不会向国

际刑事法院引渡巴希尔； 他可能会在苏

丹国内接受司法审理。

国际刑事法院 2009 年 3 月以涉

嫌战争罪、 反人类罪等罪名对巴希尔

发出通缉令，遭到一些非洲国家谴责。

2015 年，国际刑事法院要求东道国南

非在巴希尔出席第 25 届非州联盟峰

会期间实施抓捕，遭到南非政府拒绝。

苏丹驻联合国副代表艾哈迈德

12 日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

说苏丹和平过渡需要时间， “任何方

面、 包括武装组织， 都不会被排除出

政治进程”。

美国政府 1993 年将苏丹列入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 清单， 1996 年

起对苏丹施行经济制裁 ， 2017 年解

除制裁。

美国国务院 11 日晚些时候称，苏

丹 2 年政治过渡期太长，应予缩短。

他表示，尽管朝鲜重视对话协商，但对美国只想
单方面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的方法不感兴趣

据新华社平壤 4 月 13 日电 （记者

程大雨）据朝中社 13 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12 日表示，如果美国采取

正确态度、 找到朝鲜可以认同的方法后

要举行第三次朝美首脑会晤， 朝鲜也愿

意再尝试一次。

金正恩说，“到今年底为止， 我会怀

着耐心等待美方决断， 但再想得到上次

（河内会晤）那样好的机会肯定很难了。”

金正恩是在朝鲜第 14 届最高人民

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施政演说时做出

上述表示的。金正恩强调，虽然美国多次

提及举行第三次朝美首脑会晤， 但是朝

方对于重现河内会晤这样的首脑会谈

“不欢迎也不感兴趣”。他表示，尽管朝鲜

重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但对美国执着

于己方条件、 只想单方面把自己的要求

强加于他人的美式对话方法不感兴趣。

金正恩说， 未来如有符合朝美双方

共同利益、 双方都能接受的内容公正的

协议，“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签署”，但这

完全取决于美国采取怎样的姿态。

谈及今年 2 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

二次朝美首脑会晤，金正恩表示，美国在

河内会晤上的表现却让朝方对自己做出

的战略决断的正确性心存疑虑、 对美方

是否真正有意改善朝美关系产生戒心。

金正恩指出， 当前美国公开采取了

一些与朝美联合声明精神背道而驰的敌

对行为，这些做法正严重刺激着朝鲜。虽

然近期美国正重新考虑第三次朝美首脑

会晤、暗示有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

依然回避取消对朝敌视政策这一构建新

型朝美关系的根本途径， 反而误以为施

压可以使朝鲜屈服。

金正恩认为， 在朝美间存在根深蒂

固的敌对情绪的条件下， 要履行朝美联

合声明， 双方就要放下单方面的要求和

条件， 寻找符合各自利害关系的建设性

解决方案。

G言“这是美国必须赢得的竞争”———

12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宣布

振兴 5G 新举措，包括由商务部制定国家

频谱战略，简化审批流程，以及设立一个

新的 204亿美元的农村数字机遇基金等。

特朗普当天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

阿吉特·帕伊、 农业部副部长史蒂芬·申

士奇、电信工人、农民和农场主代表一起

举行记者会， 誓言让美国继续在 5G 时

代保持全球领先。

特朗普盛赞 5G 技术比 4G 速度快

100 倍，将改变美国人的工作 、学习 、交

流和出行的方式。 他强调美国必须在这

场产业竞争中取得全球领先，“5G 竞争

是美国必须赢得的竞争”。

特朗普强调美国政府的 5G 政策由

私营企业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将不会投

入巨资。他指出，美国无线运营商计划在

5G 网络上投入 2750 亿美元， 创造 300

万个就业机会，并为美国创造 5000 亿美

元的经济产出。

特朗普宣布，为鼓励 5G 产业发展，

他已经于去年 10 月指示商务部制定国

家频谱战略， 为经济活动释放更多无线

频段，包括 5G。 他称到 2019 年底，美国

可用的 5G 频段将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

国家。特朗普称，联邦通信委员会将与各

州及地方政府采取行动， 简化 5G 审批

流程，推动 5G 发展。

特朗普声称，到今年底，美国将拥有

92 个 5G 网络，居全球领先位置。他还强

调美国必须保持在 5G 网络技术和安全

性方面的领先地位 ，“我们必须保护自

己，远离敌人”。目前，美国主要无线运营

商已经在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一些地

区提供 5G 服务。

特朗普还表示， 美国政府将把 5G

接入到目前没有宽带网络的偏远农村社

区。阿吉特·帕伊表示：“我们计划设立一

个新的 204 亿美元的农村数字机遇基

金， 将高速宽带扩展到 400 万家庭和小

型企业。 ”

根据美国政府数据， 从 2010 年到

2017 年，该机构在农村宽带网络补贴项

目上花费了 345 亿美元。 但由运营商控

制的美国互联网对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地

区态度冷漠。据统计，截至 2016 年底，美

国仍有 2400 万人无法接入高速互联网。

帕伊还宣布将于今年 12 月 10 日举

行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频段拍卖，以

促进无线运营商建立 5G 网络。

不过特朗普的 5G 政策遭到民主党

人的批评。 联邦通讯委员会成员、 民主

党人罗森沃塞尔称， 特朗普政府对海外

生产的 5G 设备增加税收等做法， 伤害

5G 产业， 也让盟友利益受损。 她还批

评政府没有拍卖更适合农村地区使用的

中频频段。

专家称， 特朗普的 5G 政策过于狭

隘，没有将扶持政策投向人工智能、机器

人等 5G 功能应用领域， 而这正是过去

10 年美国主导智能手机、云计划等产业

的关键。 华尔街观察人士也怀疑这些政

策是否会推动私营企业的 5G 发展 ，因

为无线运营商的利益在于建立成本高

昂、有利可图的新网络。

《华尔街日报》援引电信分析师莫菲

特的评论称， 特朗普的政策不会在很大

程度上推动物联网和智能城市的建设，

因为这需要巨额投入， 每个街区都要有

5G 部署。 （本报华盛顿 4 月 13 日专电）

12 日， 在苏丹喀土穆， 部分军官和民众在街头示威， 要求组建文官政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