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广发银行”）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睿银盛嘉）达成的债权转让合同，

广发银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19年 9

月 20日依法打包转让给了睿银盛嘉。 广发银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睿银盛嘉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睿银盛嘉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1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年 7月 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睿银盛嘉的利息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广发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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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发银行或睿银盛嘉联系。

广发银行联系方式：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88号 28楼 联系人：范先生 电话：021-63901762

睿银盛嘉联系方式：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 3702室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1-63366308

公告清单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资产转让通知暨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借款人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元） 担保人名称

1
中商投灏嘉（上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2017）沪银额贷字第 0044号  37,997,974.32

中商投嘉贝（上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杭州尊博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 上海奎康实业有限公司 承 20120628  18,874,090.26
上海新沪办钢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黄起文、张
纪钦、黄玉新、上海榕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 上海宏仓钢铁有限公司 （沪）2012银授合字第 0273号  24,580,600.00 吴敏长、邓丽海、吴宏件、上海宏建投资有限公司
4 上海胤驰物资有限公司 承 20110262  29,665,607.37 汤杨敏、许芳凤、许芳洲、龙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睿银盛嘉”）与宁波皓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皓琨投资）达成的债权转让合
同，睿银盛嘉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于 2019

年 9月 20日依法打包转让给了皓琨投资。 睿银盛嘉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皓琨投资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皓琨投资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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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皓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年 10月 11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9年 7月 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皓琨投资的

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发银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
为准。2.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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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睿银盛嘉或皓琨投资联系。

睿银盛嘉联系方式：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222号外滩中心 3702室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021-63366308

皓琨投资联系方式：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号 3层 联系人：单先生 电话：021-80234610

公告清单

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宁波皓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借款人名称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元） 担保人名称

1
中商投灏嘉（上海）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2017）沪银额贷字第 0044号  37,997,974.32

中商投嘉贝（上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杭州尊博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2 上海奎康实业有限公司 承 20120628  18,874,090.26
上海新沪办钢材交易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黄起文、张
纪钦、黄玉新、上海榕居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3 上海宏仓钢铁有限公司 （沪）2012银授合字第 0273号  24,580,600.00 吴敏长、邓丽海、吴宏件、上海宏建投资有限公司
4 上海胤驰物资有限公司 承 20110262  29,665,607.37 汤杨敏、许芳凤、许芳洲、龙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吴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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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乐器品牌不断创新，

尽现耀眼“中国红”

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昨日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

幕，参展商数量、展览规模再创新高。 总面积达 14.5 万平方米的

展区汇聚了 34 个国家及地区的 2300 余家海内外企业， 展品数

量也堪称历届之最。

记者一早到达展厅时只见人头攒动， 全球乐器商新品首发

的重要推广平台吸引了大批行家前来。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与上

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联合推出的“峥嵘岁月”古筝、琴身红色亮

丽、闪耀着五角星的珠江恺撒堡“中国红”系列钢琴、郎朗与设计

师达科塔·杰克逊携手设计的施坦威郎朗黑钻钢琴等新品，都成

为经销商和观众瞩目的焦点。

“每年从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将新品、限定款带到日

本，都非常受欢迎。”日本静冈的乐器经销商内藤女士说，自从三

年前首次受邀来到中国（上海）国际乐器展览会，都能够第一时

间订到中国民乐创新设计，并吸引了不少二级代理商咨询联络，

对她的高档琴经销大有帮助。“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乐器音色质

量非常稳定， 使用的螺钿等传统工艺也很符合日本传统的审

美。 ”内藤如今已经开出网店，将二胡销往日本各地。

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今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推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乐器，融合了不

同领域艺术家及设计师的灵感与理念， 将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元

素：长城、牡丹、祥云等由青花、擦漆描金、漆画、雕刻等工艺进行

表现创作。 “创世神话”系列乐器、“故宫文化”系列乐器、“敦煌·

罗兰智能交互”古筝、“1 米便携式”短筝新品乐器也各具特点。

副厂长周力透露，新推出的近 70 款新乐器反响热烈，全年销售

额将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强劲增长，估计将达到 4 亿元。

“民乐厂和其他企业不一样， 不仅要卖产品， 更要传承、

传播文化。” 周力说。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今年邀请了十余位民

乐演奏家， 在展会现场为观众开设讲座， 并邀请乐器设计师、

制作师拍摄纪录片， 述说一件民族乐器如何嫁接非遗文化和中

国古代音乐文化。 “坚持做好做精， 无论外部市场环境如何，

销售是不愁的。”

在推广普及音乐文化领域， 中国 （上海） 国际乐器展览会

也为民族乐器打开了一扇国际交流的窗口。 日本流行的中国民

族乐器中， 二胡的音色广为人们喜爱， 比较普及。 内藤女士每

年都会来中国采购， 并学习推广民乐的经验。 展会上民乐表

演、 智能古筝互动体验、 专题讲座等丰富的活动让她印象尤为

深刻， 她想把上海的民乐推广经验带到日本， 把更多中国民族

乐器销至日本。

以组曲形式讴歌新时代“中国梦”

现代海派京剧组曲《大梦中国》昨在上海城市剧院首演

“中国梦 ，气象新 ，那是国家的富强

梦。 中国梦，放光明，那是民族的振兴梦。

中国梦，照我心，那是人民的幸福梦。 ”原

创现代海派京剧组曲 《大梦中国 》昨晚于

上海城市剧院首演。 第一章 “国之梦”伊

始 ，化用 《义勇军进行曲 》的昂扬前奏响

起 ，生旦净行以轮唱 、合唱的形式道出激

励人心的“中国梦”。

这部融合京剧、舞蹈与合唱等多种艺

术形式的创新作品，是闵行区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联合上海戏剧

学院、上海京剧院共同创作。 演唱阵容集

结严庆谷、蓝天、杨扬、田慧、董洪松、吴响

军、何婷等一批上海京剧院的优秀中青年

演员。 组曲《大梦中国》既不同于一般剧目

创作 ，也有别于通俗短小的京歌 ，以七个

篇章纵览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 回顾近

代以来 170 多年历史，憧憬“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结合丰富灵活的京剧音乐板式

调性呈现。 在业界看来，该作品可以说是

一次对传统戏曲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

展”的有益探索。

作为礼赞新中国、唱响新时代的原创

作品，《大梦中国》分为“国之梦”“国之风”

“国之土”“国之殇”“国之魂”“国之颂”“国

之兴”七个乐章 ，从伏羲八卦 、神农兴农 、

仓颉造字开笔， 历数悠悠 5000 年中华民

族的辉煌成就与沧桑变化，展现改革开放

40 多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所经

历的巨大变革，深沉表达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

《大梦中国》由词作家驷骏作词，谱曲

由著名京剧作曲家高一鸣领衔，龚国泰配

器。 京剧导演朱伟刚、舞美总监郑加杰也

倾力加盟 。 在主创看来 ，之所以将 “中国

梦 ”作为作品的核心关键词 ，是因为这一

具有创造性和感染力的时代新语，在新时

代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凝

聚起强大的正能量。 而“中国梦”也寄予着

每一位中国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最美好向往。作品中，既有回溯中华民族伟

大创造的灿烂篇章；也有展现祖国壮美河山

的抒情段落； 还有对人民英雄的追思致敬；

更不缺少讴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

放伟大历史进程的激昂礼赞。

不仅普通观众在演出中感到振奋， 不少

专业人士也在听过作品后为其创新性点赞。

上海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林在勇认为， 组曲运

用了 《义勇军进行曲 》 与 《东方红 》 的旋

律， 从经典的音乐动机出发进行变幻， 主题

鲜明， 先声夺人。 从技法看， 组曲以交响起

乐， 用民乐变奏， 每一乐章都富于变化， 衔

接自然， 既有现代乐感， 又尊重传统京剧板

腔。

这些离不开作曲高一鸣的探索。作为《智

取威虎山 》《龙江颂 》《曹操与杨修 》《贞观盛

事》《廉吏于成龙》 等一批不同时代优秀京剧

剧目的作曲， 他以组曲形式创作京剧作品尚

属首次。 尽管有着丰富的传统戏曲唱腔设计

与作曲经验， 但要用西洋音乐中的组曲样式

来打造京剧音乐，高一鸣花了不少功夫。他表

示：“词作家驷骏的词， 不同于京剧板腔惯常

使用的十字句和七字句， 其多变而丰富的歌

词结构给予我广阔的创作空间， 因而我也将

《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等听众耳熟能详的

旋律融入其中，加以变幻。 不过，从音乐本体

来说，我仍遵照京剧的板式调性，尽可能多的

将二六、二黄导板、四平调、西皮流水等板式

融入其中。 在演唱中， 则参考西方合唱的模

式，以生旦净丑等不同行当在独唱、轮唱、对

唱、伴唱、合唱等一系列样式间变化。”这也让

现场听众感到新鲜特别， 同时又感慨其确实

是在京剧本体艺术范畴之内的创新探索。

正如导演朱伟刚所说： “海派艺术的一

大特点就是融合。” 这部以海派京剧为底色

的作品， 从歌词内容上紧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一时代主题， 讴歌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

兴的丰功伟业与世纪壮举 ； 而在艺术表现

上， 则以京剧本体艺术为根基， 展现当代戏

曲人对于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这一

课题的思考。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一声“额吉”，饱含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大爱
央视电视剧《国家孩子》重现三千孤儿去草原的民族传奇

上世纪 60 年代初， 一场自然灾害席

卷大半个中国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等

江南地区出现大批弃婴。 眼看着育婴堂的

米粮即将见底，周恩来总理和内蒙古自治

区乌兰夫主席达成共识，将部分江南地区

的弃婴 、孤儿带到草原 ，由内蒙古牧民抚

养。 善良的草原牧民积极伸出了援手，并

且许下“接一个 ，活一个 ，壮一个 ”的感人

承诺。 这批被善良的草原额吉、阿爸悉心

抚养长大的汉族孩子便被称作国家孩子。

真诚的情感与无私的奉献，总能打动

一代一代人。 近期，“三千孤儿去草原”的

大爱传奇又一次被搬上荧屏。 正在央视八

套黄金档播出的电视剧《国家孩子》，自开

播以来，收视率一直位居前列。 “震撼的电

视剧 ， 更震撼于那段确有其事的真实历

史。 ”有网友如此评论。不少起初陪伴父辈

观剧的青年观众 ， 由此了解到了这段历

史，并为剧中人湿了眼眶。

更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孩子》中的主

人公之一乌兰的角色原型，正是前不久获

得 “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的 “草原额

吉”都贵玛老人。 当年，年仅 19 岁的都贵

玛，承担起 28 名江南孤儿的抚养任务，她

是一批无私草原父母的代表。 平凡的民族

英雄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是文艺作品取

之不竭的题材宝库。

三千孤儿的命运改写 ，源
于中华民族的守望相助和草原
人民的忠诚担当

电视剧 《国家孩子 》以四名从上海启

程、由同一趟火车送到草原的孩童为主角

展开 。 以国家孩子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不

少，《国家孩子》发挥了电视剧长篇幅的载

体优势———故事线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

细腻展现了国家孩子从最初远离家乡的

排斥、迷茫，到融入草原生活的心路历程。

带给孩子家庭温暖的，正是草原父母坚韧

的爱与无私的奉献。

剧中，草原额吉乌兰与上海孤儿小鱼

的故事，感动了不少观众。 因为亲人的突

然离世，年幼的小鱼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创

伤，从此不再开口说话。 心病还需心药医，

为了让小女孩开口说话，乌兰像母亲一般

无微不至地照顾小鱼。 渴望亲情的小鱼，

也逐渐将乌兰视作自己的母亲，甚至在梦

中都练习着“额吉”的发音。 突然有一天，

书记为小鱼找到了更为合适的收养家庭。

乌兰不舍，却又希望小鱼能获得更好的治

疗。 就在送走小鱼、乌兰转身离开的瞬间，

小女孩第一次哭着喊出了“额吉”。 正是这

一声“额吉”，让乌兰再也放不下这个小小

的身影 ，从此 ，这个未婚的年轻姑娘放弃

了爱情与事业，一心照料并无血缘之亲的

孩子。

文艺作品离不开艺术加工，这份真挚

的付出却不曾掺假。 乌兰的原型都贵玛，

就是用温柔的爱和宽广的胸怀，给了江南

孤儿第一个家。 当年，19 岁的都贵玛被招

进了临时保育院， 还未结婚生育的她，便

要夜以继日地承担起照料 28 名儿童的任

务。 孩子经由都贵玛悉心照料习惯草原环

境后， 再被一个个新家庭接走继续抚养。

对这位草原额吉来说 ， 每一次与孩子分

离，都是骨肉分离般的痛苦。 她说：“我从

心里爱他们 ，也真心感谢他们 ，让我体会

到了做母亲的快乐。 ”

如果说 28 名孤儿的茁壮成长， 离不

开都贵玛的温柔善良， 那么三千名江南孤儿

的命运改写， 则源于中华民族的守望相助和

草原人民的忠诚担当。《国家孩子》中，感人的

情节不少： 刚到草原的小男孩因水土不服病

倒，牧民深夜骑马奔波几十里找来大夫，自愿

为孩子输血的村民甚至排起长队； 为了领养

孩子，牧民自发熟背“领养手册”，有人为了让

孩子喝上新鲜牛奶， 特地买来了奶牛……草

原父母们知道， 国家孩子四个字背后是更大

的责任，更宽广的爱。

草原不仅哺育了孩子， 更教
会他们豁达、感恩与爱

《国家孩子》 的故事是从国家孩子长大

后，欢欢喜喜踏上回乡寻亲之旅展开的。成年

后的归乡寻根与年幼时来到第二故乡的故事

穿插进行，形成叙事看点，更凸显出创作者的

亲情思索———当年， 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孤儿

的孩子决定重回故乡，并非为了责难亲人，而

是在找到终身归宿后，能坦然面对来处，积极

开启一番自我探寻的旅程。因为，草原不光哺

育了他们，更教会了他们豁达、感恩与爱。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孩子》会在同

类作品中另辟蹊径， 从受恩惠的孩子的视角

展开， 不遗余力呈现他们的成长轨迹与心路

历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故事中，四名江南

儿童被不同的家庭收养，开启不同的人生，却

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哺回报草原的道路。

扎根草原的他们，有的成了富裕的商人，有的

成为心系百姓的政府官员， 有的则是医者仁

心的医疗工作者。 被草原父母的爱哺育成人

的他们，最终都开启了无愧于养父母，无愧于

自我的坦荡人生。

“报答”也是现实中，国家孩子常常提及，

并用心血与精力践行的词汇。 为了照料六名

国家孩子，草原额吉张凤仙终生未育，给孩子

们吃馒头，自己却只啃窝窝头。她悉心培养出

的孩子个个有出息，有的走进了大学校园，有

的参了军，但他们都选择重回草原，成为草原

建设者； 当年被草原夫妇收养的国家孩子通

嘎拉嘎说，自己虽然是被收养的，但养父母的

悉心呵护从未让她感到情感上的缺失。 嫁给

蒙古汉子，在当地开支散叶的她，还与其他一

些国家孩子一起设立了“爱心基金”，专门用

来帮助困难的少数民族孩子与牧民。

■本报记者 张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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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童薇菁） 随着 《威尼

斯商人》 首轮四场演出的收官， “演艺大

世界·中国大戏院 2019 国际戏剧邀请展”

也正式落幕。 在近四个月的时间内， 来自

英国、 德国、 法国、 智利及中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 17 部作品在此轮番上演， 合计演

出场次 55 场 ， 接待观众近 3.9 万人次 ，

平均上座率超八成。 与此同时， 六部 “中

国首演”、 五部 “亚洲首演”、 一部 “全球

首演” 的亮眼成绩单， 也证明了演艺大世

界对优质演出的强大吸引力。

国庆期间 ， 演艺大世界不断推出新

戏， 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有当红明星加

盟的中文版话剧 《威尼斯商人》。 由上海

戏剧学院青年话剧团领衔的 “青春阵容”、

全新中译本以及原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导演

大卫·萨科的加盟， 使 《威尼斯商人》 成

为上海国庆演出市场上的一匹黑马。 这部

同时具有中、 英两国 “血统” 的作品， 成

为演艺大世界迄今最年轻版本的莎剧， 打

通了莎翁笔下文艺复兴时期水城威尼斯与

21 世纪上海的时空。 曾在柏林艺术节上

名列 “十大最值得关注剧目” 之一的汉堡

塔利亚剧院 《奥德赛》， 由两位演员凭借

一身扎实的表演技能， 对 《荷马史诗》 进

行独到的解构， 成为当季热门剧目之一。

来自英国霓海剧团的音乐戏剧 《手提箱里

的死狗》， 用符合大众审美的艺术表现形

式为观众呈现了一次丰富的沉浸式 “戏剧

风暴”。 由著名美剧演员丹尼斯·欧哈拉独

挑大梁的单人剧 《伊利亚特》， 则以诗歌

和对话互相穿插的方式， 将诸神、 英雄与

帝国围绕复仇与荣耀展开的故事， 慢慢推

进到观众面前， 100 分钟的表演流畅而颇

具感染力， 获得观众的强烈反响。 值得一

提的是， 《奥德赛》 《手提箱里的死狗》

两部作品首演日便引爆口碑， 在圈内引起

热议。

作为上海具有年代的品牌剧院， 中国

大戏院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让中外优秀戏

剧作品轮番登场。 同时剧院也在内容生产

方面， 加快探索从产业下游走向前端布局

的步伐。 邀请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田沁

鑫担任艺术总监后， 中国大戏院———这个

近 90 岁的老剧院发生了一些新变化。 尤

其是今年 7 月， 中国大戏院以参与投资出

品艺术总监田沁鑫的话剧 《红白玫瑰》 的方式， 完成了向 “有

自制剧目出品的剧场” 的升级转型， 获得业内外关注。 中国国

家话剧院 、 上海戏剧学院 、 中国大戏院———“名导+名团+名

校” 的资源整合模式， 依托剧场平台， 在演艺大世界形成了一

个集产学研为一体的 “创新产品基地 ”， 不断诞生 “上海出

品”， 也为中国话剧舞台培养、 输送人才。 “演艺大世界·中国

大戏院 2019 国际戏剧邀请展” 期间， 在剧目之外还举办了各

类讲座论坛、 戏剧导赏等， 演出与教育活动的相得益彰， 推动

了与观众的互动， 也凸显了中国大戏院的文化地标价值。

《国家孩子》中的主人公之一乌兰的角色原型正是前不久获得“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草原额吉”都贵玛老人。

《大梦中国》创新以现代海派京剧组曲形式，深沉表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这个时代主题。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文化 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