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 3月，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交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签署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交行将涉及下表所示公司的主债权、抵押债权、担保债权及相关费用全部转让至长
城公司，长城公司成为合法的债权人。

交易基准日：2019年 2月 19日 单位：元

备注：“兰生国际”本金余额为 2,692,934.86美元，利息余额为 1,844,730.36美元，按 2019.2.19美元汇率中间价 6.7667折算后分别为人民币 18,222,282.32元；人民币 12,482,736.93元。

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现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并请债务人及担保人，立即向长城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贷款本金利息及相关费用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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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9年 4月 15日
注：上表仅列示截至至 2019年 2月 19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利息和相应费用，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长城公司的利息及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及相关司法判决、裁定规定计算。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客户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及其他当事人名称  担保合同及其他合同编号 本金 利息 费用
1 上海京坤实业有限公司 Z1702LN15622564 李强、戚润琦 C170228MG3105784 19,000,000.00 1,616,259.47 142,791.00

2 上海郎特汽车净化器有限公司 Z1505LN15616301
张蓓、陈明、周坚刚、周桂华、施雅琼、张周杰、
上海欧罗华实业有限公司

3101062014AM00000600、3101062014AM00000601、3101602013AF00000000、
3101602013AF00000001

9,072,455.28 3,133,324.89 83,535.00

3 上海思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Z1801LN15630503、Z1801LN15630503-ZQ01、
Z1801LN15630503-ZQ02、Z1801LN15622565

肖文革、凯瑞富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吴冰
C170116MG3105160、C170116GR3105175、Z1801LN15630503-G02、
3102102014AF00004100-1、3102102014AF00004101-1、
3102102014AM00004100

145,700,000.00 7,783,737.14 0.00

4 上海北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Z1801LN15620671、Z1801LN15620578 肖文革、吴冰
3102102014AF00013500、3102102014AM00013500、3102102014AF00004200-1、
3102102014AF00004201-1、3102102014AM00004200

110,000,000.00 4,117,574.68 0.00

5 上海钧茂置业有限公司 Z1702LN15619887 许宝星 C170223PL3104381 17,491,945.69 2,050,377.89 132,442.00

6 意帝皮毛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Z1609LN15622658、Z1709LC15655396 意帝皮毛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C160926MG3101992 9,000,000.00 1,147,099.53 42,996.00

7 上海中巍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沪交银 2003年新区贷字第 02154号 上海华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沈巍 沪交银 2003年新区保字第 02154号、沪交银 2003年新最保字第 010004号 12,908,607.21 20,694,307.32 1,309,599.00

8 上海国宸钢材配送有限公司 沪交银 2004年新区贷字第 01010号
上海中瑞石油有限公司、 上海中长压铸实业
有限公司、上海中盛实业有限公司、高慧芬、
樊龙兴夫妇

沪交银 2004年新区保字第 01010号 17,592,173.30 24,051,512.89 0.00

9 上海思考乐图书有限公司
沪交银（2004）浦东贷字第 01670号、沪交银（2004）浦东贷
字第 01805号

上海索克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索克体育
文化有限公司、胡勤奋

沪交银（2004）浦东保字第 01670号-1、沪交银（2004）浦东保字第 01670号-2、
沪交银（2004）浦东保字第 01805号-1、沪交银（2004）浦东保字第 01805号-2

18,999,567.00 24,058,262.96 214,290.00

10 上海中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102002013M400002200、3102002013M400002300、
3102002013M400002400

上海铭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蒋云飞、沈轶群 3102002013AM00000002、3102001013AI00000000 27,499,999.09 41,253,189.83 0.00

11 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 S310401M220120111480 黄加兵 310401A8201200047702、310401A2201200044048 17,161,995.43 17,805,589.21 149,846.00

12 上海飞鹰车轮有限公司
沪交银 2004年徐汇贷字第 01293号、沪交银 2004年徐汇
贷字第 02098号、沪交银 2004年徐汇贷字第 02105号、沪
交银 2004年徐汇贷字第 02373号

中国航天工业供销华东公司、 上海申达 （集
团）有限公司

沪交银 2004年徐汇保字第 01293号、沪交银 2004年徐汇保字第 02098号、
沪交银 2004年徐汇保字第 02105号、沪交银 2004年徐汇保字第 02373号

12,083,001.31 28,251,068.53 0.00

13 上海兰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3101002007L600000500
李建红、上海茂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诚
兴贸易有限公司、上海赛世贸易有限公司

3101002007B100000500、3101002007B100000501、3101002007B100000502、
3101002007B100000503

18,222,282.32 12,482,736.93 227,935.17

合计 434,732,026.63 188,445,041.27 2,303,434.17

阿、苏“变天”未开启第二波中东动荡
总统沦为“弃子”，权势精英未被撼动———

近日，位于北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

与苏丹政局先后出现重大变化，布特弗

利卡与巴希尔这两位多年执政的老总

统在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与军方的

介入后都先后黯然下台。此情此景与数

年前的中东政局动荡颇为类似，但笔者

并不认同部分西方媒体已将这两起事

件定性为第二次中东动荡的观点。

不可否认的是， 从事件起因来看，

两国政局 “变天” 与当年的中东动荡

非常相似： 领导人执政时间过长 （被

推翻的阿、 苏领导人已分别执政超过

20 年和 30 年）； 经济增长放缓， 加剧

了基层的民生问题 。 以苏丹为例 ，

2011 年南苏丹独立 ， 对前者影响巨

大， 使其失去 75%的石油收入。 此后

苏丹财政收入锐减 、 贸易赤字猛增 、

通货膨胀日益高企 、 本币贬值严重 。

2018 年， 苏丹的通货膨胀率更攀升至

72%。 阿尔及利亚虽没有如苏丹那样

遭遇分裂导致的财政困境， 但近年来

国际石油价格的下滑对这个石油出口

大国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 2014

年， 该国的外汇储备曾高达 1790 亿美

元， 而到 2017 年就已跌到 2014 年水

平的一半。

但从当前事态的结果来看， 两国

的上层精英群体基本没有被撼动或推

翻。 布特弗利卡与巴希尔的下台， 与

其说是民众抗议示威所致，更不如说是

两国权势精英丢车保帅的“弃子”。两国

军队依然在稳定甚至决定未来政局走

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民

众的示威还未失控并基本还处于可控

的状态。 这种发展更类似于 2013 年的

埃及政治发展模式， 而非中东政局动

荡后的叙利亚、 突尼斯及利比亚。

更重要的是， 从未来事态发展来

看， 欧洲列强及非洲邻国、 中东强国

对两国这种 “枪杆子” 维护下的特殊

民主转型进程很可能会持相当的默许、

甚至一定的支持态度。 因为中东政局

动荡后利比亚等国的混乱， 导致武器

非法流失、 难民危机和恐怖主义失控

等问题已让欧洲和中东国家吃了不少

苦头。 他们不愿冒险让阿尔及利亚与

苏丹这两个面积分别为非洲第一和第

三的大国再次陷入后果不可测、 进程

更不可控的转型过程。

总之， 两国民众长期示威看似是

发挥了量变导致 （政权） 质变的作用，

但目前这种所谓的 “质变” 更多还只

是两国权力阶层对其领导人的 “放

弃”， 而非领导层的全面更新。 阿尔及

利亚与苏丹两国的政局走向还未尘埃

落定， 而要取决于国内各政治势力的

进一步博弈， 同时外部力量的各种干

预或支持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
亚非洲中心、 地区合作室主任）

0华社加拉加斯 4 月 13 日电 （记

者高春雨 徐烨）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13 日在首都加拉加斯表示，将于年内把

委国家民兵队伍规模扩充到至少 300 万

人，并致力于从法律上强调民兵的地位。

马杜罗当天在出席活动时说， 委内

瑞拉目前有 219.9 万名民兵， 他们的使

命是保卫国家和平、主权和领土完整。希

望委制宪大会强调民兵作为国家武装力

量“补充部分”的地位，从而打造“专业、

科学、朝着 21 世纪现代化前进”的国家

武装力量。

马杜罗当天还动员民兵为提高生产

贡献力量，从而促进委内瑞拉经济恢复。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

委议会主席 、 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拒

绝接受马杜罗连任总统 ， 并于 1 月 23

日自行宣布就任 “临时总统”， 得到美

国 、 欧洲和拉美多个国家承认 。 委政

府随即宣布与美国断交 。 为逼迫马杜

罗下台， 美方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

手段施压。

国际 公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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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4人遇难，5人重伤

本报加德满都 4 月 14 日专电 （驻

加德满都记者宁林 ） 4 月 12 日是尼泊

尔新年第一天 ， 当日上午 9 点 30 分 ，

在尼泊尔北部山区卢卡拉机场， 一架轻

型飞机起飞时冲出跑道与停机坪上另两

架直升飞机相撞， 导致 4 人不幸遇难，

5 人身受重伤。

据现场目击者称， 该计划飞往加德

满都的轻型双螺旋桨飞机在即将离地时

冲出跑道， 与 30 多米外停机坪上的两

架直升飞机相撞。 事故现场照片显示，

轻型飞机与直升飞机相撞后， 机身压在

了一架直升飞机上面， 轻型飞机驾驶舱

被撞瘪， 下方直升飞机报废， 附近另一

架被撞击的直升飞机部分损毁。 轻型飞

机副驾驶与一名机场警员当场身亡， 另

一名轻型飞机机上人员和一名机场警员

受重伤被送往加德满都， 抢救过程中不

幸离世。 事故还造成轻型飞机驾驶员与

一名直升飞机驾驶员以及另外三名轻型

飞机机上人员身受重伤， 目前已被送往

加德满都医治。

事故发生的卢卡拉机场位于珠穆朗

玛峰脚下的山谷中 ， 由于跑道长度仅

527 米， 号称世界上最危险的机场。

支线航空在尼泊尔山地交通中占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事故频发。 今年 2

月 27 日， 包括尼泊尔旅游文化部部长

在内 7 人乘坐的一架直升飞机不幸坠

毁， 全员罹难。

“斯特拉托”未来可作为火箭的空中发射平台，

较传统地面发射方式更准确、快速，成本更低

据0华社洛杉矶 4 月 13 日电 （记

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企业斯特拉托发射

系统公司 13 日发布公报说，由该公司开

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见下图，东方

IC)。

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托”的双

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计， 拥有 6 台发动

机，总重近 230 吨，翼展约 117 米。

美国西部时间 13 日 6 时 58 分 （北

京时间 13 日 21 时 58 分）， 飞机从加州

莫哈韦航空航天港起飞， 在莫哈韦沙漠

上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 最高时速达到

每小时约 304 公里， 最高飞行海拔高度

近 5200 米， 随后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

港,安全着陆。

公报说，任务团队进行了标准的飞

行测试演练，执行了各种飞行控制操作

以校准速度 ，并测试飞行控制系统 ，包

括偏航机动飞行 ，俯冲 、拉升以及稳定

航向侧滑等。 飞机在最高超过 4500 米

的海拔高度进行了模拟着陆演练 。 飞

行员在成功返回莫哈韦航空航天港之

前评估了飞机性能和操控品质。

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

让·弗洛伊德表示， 这是一次美妙的首

飞。 这次飞行将公司的使命向前推进了

一步， 未来将为火箭地面发射系统提供

灵活的替代方案。

为争夺商业卫星发射市场， 已故美

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于

2011 年创立了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

旨在将飞机打造为火箭的空中发射平

台。 据介绍， “斯特拉托” 将来可以携

带不同类型的火箭从地面升空， 作为一

个移动发射平台， 让火箭在高空点火、

发射 、 脱离大气层 ， 并将卫星送入轨

道。 飞机的加强型中心机翼可以支撑多

枚运载火箭。 这种做法较传统地面发射

方式更准确、 快速， 成本也更低。

与反对派举行首次对话，协商组建过渡文职政府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苏丹过

渡军事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

布尔汉 13 日宣布， 解除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的宵禁。

布尔汉在苏丹官方电视台直播节

目中发表声明，宣布解除宵禁 ，释放所

有根据前巴希尔政权紧急状态法所审

判和关押的人。 他同时宣布解除苏丹所

有州的军政府州长的职务，由各军区指

挥官代替主持工作。 布尔汉表示，他将

在与苏丹各政党协商后组建过渡文职

政府， 在两年过渡期内管理国家事务。

布尔汉还表示将重组苏丹政府机构，消

除过去党派配额的影响。

反对派代表告诉美联社记者，已经

推选一个 10 人代表团， 向军方提出要

求， 其中最主要一条是反对军人统治、

建立文官过渡政府。 反对派 14 日将递

交所推举的人选。

分析人士认为，反对派要求组建文

官过渡政府，而军方试图控制国防部和

内政部，结果可能产生一个文官和军人

混合的过渡政府。

走马上任三个月，民调不满意率创纪录

时至今日， 距离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走马上任已经一个季度有余， 这位高呼

“巴西至上”口号的新总统在三个月内进

行了一系列试图兑现选举承诺的尝试，

但就民调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来

看，目前结果并不理想。

巴西民意调查机构近日发布的调查

结果显示，这位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

博索纳罗上任头三个月所获支持率创军

政府 1985年结束统治以来新低。《圣保罗

页报》公布信息称，在本月 2 日至 3 日就

新政府执政满意度进行的民意调查中，

2086 名 16 岁以上的受访者中，32%认为

博索纳罗政府业绩“良好或优秀”，33%认

为“一般”，30%认为“不好或糟糕”。

页报分析称， 博索纳罗就职头三个

月的支持率明显低于历届前任 ，30%的

不满意度却高于他们：2011 年前总统罗

塞夫就任三个月后的民众不满意率为

7%，卢拉则为 10%。

对于这项不太乐观的民调结果，博

索纳罗表示不甚在意， 他语带嘲讽地表

示,“这家民调机构当初预测我会在第二

轮总统选举中败北。 ”

不过，尽管总统的表态颇为淡定，但

他所面临的执政考验却并不轻松。 就新

政府上台后采取的内政外交政策来看，

博索纳罗早前所设定的内外目标都还尚

未实现。

在内政方面， 备受外界瞩目的社保

改革不仅迟迟未能落地， 还激发了巴西

政坛的新一轮“府院之争”，总统博索纳

罗和众议院院长马亚公然对峙， 并因养

老金改革方案的意见分歧， 在社交网络

上唇枪舌剑。 博索纳罗在推特上一再指

责议会“大权在握”，议长马亚也十分不

冷静，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博索纳罗

“应当承担起建立政府根基的责任，充分

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

对此，巴西前总统卡多佐表示，巴西

历来就有“院强府弱”的政治传统，政府

应当积极协调而非针锋相对。同样的，巴

西社会各界也希望总统专注于寻求社保

改革的合理方案而非花费大量精力和国

会斗嘴。

在外交方面， 博索纳罗的目标也未

顺利达成。 新任外长阿劳若在委内瑞拉

危机等区域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和对古

巴、 玻利维亚等地区左翼国家的不友好

表态已经引发了其他内阁成员和巴西军

方的明显不满。

另一方面， 博索纳罗本人抱有高度

期待的访美之行和与特朗普的会晤也未

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尽管巴西获得了美

国在加入经合组织问题上的支持， 但被

迫放弃了在世贸组织内的发展中国家待

遇， 阿尔坎塔拉卫星基地最终遵循了美

国的“霸王条款”，而巴西长期在意的农

产品出口问题也未能解决。 加之巴西单

方面对美实行的免签政策未能得到来自

美国的任何回应， 使很多巴西民众认为

博索纳罗访美之行是一场 “对美全面妥

协”，导致了政府公众形象的跌落。

实际上， 民众之所以对博索纳罗政

府迅速产生不满，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他们从一开始就并不喜欢博索纳罗。 有

受访者告诉记者， 大部分为博索纳罗投

票的选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 只是因

为不想让劳工党继续执政才作此下策。

因此， 对于博索纳罗来说， 理顺府院关

系、推进改革政策、确定外交方向等这些

事项对于维护其执政地位来说哪个都疏

忽不得。

专家视点

■祝 鸣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4 月 13 日 ，

在苏丹喀土穆， 人

们坐在军事车辆上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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