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所在地 债权本息 抵押担保情况

1 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 46,898.92
保证人张许秀和董秋金夫妇、中科建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物为意邦置业名下位于重固
镇北青公路 6598弄 1-3号全幢、10号 1-4层和地下 1层车库、11-12号全幢和 14号全幢，共 7幢
商业房产及地下车库提供第一顺位抵押担保,总建筑面积 60259.43平方米。

2 上海安舟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 4,966.00
保证人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中科建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物与第 2户债权的抵押物
相同，抵押顺位为第四顺位。

3 诗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 5,178.07
保证人张许秀和董秋金夫妇、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抵押物与第 2户债权的抵押物相同，抵押顺
位为第三顺位。

合计 57,042.9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拟对持有的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等 3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整体处置：

截止 2018年 10月 8日，以上 3户合计债权本金折合人民币 55,900万元，利息 1，142.98万元。

分户债权资产的保证和抵押情况详见上表。其中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的债权已申请强制执行；其余 2户已判决，未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具体情况请投
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拍卖转让、要约邀请竞价转让、金融资产交易所 \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等）、债务追偿、债务重组（含以资抵债、资产置换及破产
重整）或其他处置方式。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交易条件：拟一次性
付款/分期付款（附条件）。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先生 陈先生，联系电话：021-68688989-256，021-68688989-268，邮政编码：200120，联系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000

号 32楼 011室，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方振瑶，联系电话：021-68688989-20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2019年 10月 1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对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等 3户企业贷款债权整体处置公告

“健康上海行动”首批40个项目启动
涉及18个专项行动，体现五大“上海特点”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通讯员宋琼
芳） 作为全国第一个省级中长期健康行

动方案———《健康上海行动 （ 2019 -

2030 年）》 的重要内容， “健康上海行

动” 首批 40 个项目日前启动， 推进区

域性医疗中心建设， 开展空中、 地面立

体化医疗救援体系建设等项目均在列，

旨在全方位、 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维护

与保障上海市民健康。

首批 40 个项目按照 “健康优先 、

预防为主、 共建共享、 促进公平、 目标

导向、 注重效果” 的原则， 涉及 18 个

专项行动， 体现覆盖面广、 措施务实、

富有新意 、 精准施策 、 多方联动五大

“上海特点”。

例如 ， “发放市民健康礼包 ” 项

目覆盖全市 800 多万户家庭和 2400 多

万市民， 以免费发放 “健康读本+实用

健康工具 ” 组合式礼包的健康科普形

式 ， 助推上海市民健康素养水平再上

新台阶。

“推进市民健身步道、 市民球场、

市民益智健身苑点建设” 项目， 与市体

育局合作 ， 更好满足市民科学健身需

求 ； “优化个人账户购买商业医疗保

险” 项目， 与市医保局合作， 探索商业

保险提升健康服务能级， “多方联动”

特色鲜明。

此外， “深化长三角重点医院合作

共建， 推进专科联盟建设” “推进长三

角医疗急救一体化” “推进长三角健康

信息互联互通” 等项目， 助力 “健康长

三角” 建设， 旨在让三省一市百姓共享

优质医疗资源与健康服务。

首批项目还包括 “启动健康影响评

价机制研究” “举办 ‘健康上海建设领

导干部专题培训班’” 等， 将为 “健康

上海行动”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与强大组

织保障， 推进全市各行各业把 “健康融

入万策”， 将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大力开展健康促进、 健康教育、 健康传

播等工作， 推动全民参与、 社会共治。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10 月 12 日 星期六4 责任编辑/何轶君 教科卫 公告

白
垩
纪
琥
珀
封
存
森
林
“鱼
子
酱
”

中
外
科
学
家
首
次
发
现
一
亿
年
前
昆
虫
、两
栖
类
和
腹
足
类
动
物
产
下
的
卵
团

本报讯 （首席记者许琦敏） 一支中外科学家团

队昨天宣布， 他们在距今约 1 亿年的白垩纪琥珀中首

次发现了两栖类、 腹足类动物和昆虫产下的卵团。 这

对科学家理解古生物的产卵行为， 以及动物与环境协

同演化有重要意义。 该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古生物学

期刊 《历史生物学》。

此次研究标本来自著名的琥珀产区———缅甸北部

克钦邦胡康河谷。 这些琥珀距今约 1 亿年， 为白垩纪

中期。 从 2000 年起， 此地陆续产出的白垩纪琥珀为

科学家提供了独特的森林生态系统的历史记录。

“缅甸琥珀的包裹体保存了栩栩如生的古生物化

石， 展露了传统化石很难保存的软组织三维细节， 深

化了我们对古动物的认识。”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

副教授邢立达介绍， 近几年， 他的团队与国际合作者

陆续在琥珀中发现了世界首例古鸟 、 恐龙 ， 以及蛙

类、 蛇类、 带触角的蜗牛等化石， 但没想到， 柔软精

致如动物卵团的精细结构， 也能在琥珀中保存得如此

完好。

早在 2016 年初， 邢立达团队陆续获得各种形态

的卵团， 标本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高能物

理研究所进行微 CT 和同步辐射扫描， 以求最大限度

地获取卵囊中的动物胚胎细节。

“这次发现中最有意思的是极为罕见的两栖类

卵。”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 邢立达团队硕士生王董浩

介绍， 这个琥珀标本中保存了 55 颗球形到卵球形的

卵， 平均直径约 1.2 毫米， 每个卵细胞由一个凝胶状

的团块和一个深色的中心体组成， 可能代表了原始的

卵细胞。

从同步辐射扫描数据看， 这些卵形成了一个紧密

的三维集群， 由于本身非常柔软， 互相挤压导致了形

状的强烈扭曲， 如同鱼子酱一般。 王董浩说， 从形态

上看， 这些卵最接近两栖类动物， 比如蛙类的卵。

有趣的是， 琥珀中的卵团表面有密集的纤维物

质， 它们很像真菌菌丝。 王董浩解释， 现代两栖类动

物的卵也会发生真菌感染， 并影响孵化率。 因此， 现

代两栖动物的卵外包有两三层被称为 “卵胶膜 ” 或

“果冻体” 的透明胶状保护膜———它能保护卵， 使卵

维持正常渗透压， 防止病菌侵入， 并使卵达到最佳受

精状态。

两栖类专家、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苏珊·埃文

斯介绍， 研究发现， 蛙卵标本并不一定就是琥珀里的

蛙产下的， 也可能来自与琥珀蛙共享栖息地的其他产

卵动物。 比如， 有一枚包含有 35 个卵的标本， 看上

去与两栖类的卵相似， 但这些卵相对坚硬， 它们保持

圆形， 且大多数卵的中心体都有一个对称或不对称的

同心纹层结构。 这就可能是腹足类动物， 比如蜗牛或

蛞蝓的卵。 而另一种卵团看起来就像一串串葡萄， 一

些保存较好的卵中还能观察到尚未发育出腿或头的早

期胚胎， 它们与鞘翅类的卵相似， 可能是昆虫卵。

邢立达表示， 这些卵团琥珀常常混合着碳化的植物碎片和昆虫粪便， 加

上它们都被树脂流包裹， 因此这些动物， 如蛙类、 蜗牛与昆虫都与树木有着

密切的关系， 是陆地森林环境的一部分， “随着标本的增加， 我们对古生物

生殖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上海出品”节水抗旱稻为何走俏？

由上海市农科院选育的节水抗旱稻能减少稻田 90%的甲烷排放

许多城市人或许不知道， 在水稻

种植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甲烷。甲烷是一

种温室气体，其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二氧

化碳的 25倍。 为了减少水稻的碳排放，

人们做了各种努力，然而收效甚微。

日前在安徽蚌埠召开的 “长三角

节水抗旱稻发展论坛”传来好消息，一

种名为“旱优 73”的节水抗旱稻，能减

少稻田 90%的甲烷排放。

节水又抗旱， 产量有保
证，还减少甲烷排放

水稻种植离不开水，然而，水层在

滋养水稻的同时， 也把土壤和氧气隔

离开来， 被水层覆盖的土壤中会滋生

大量厌氧菌， 由此产生甲烷等温室气

体。根据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在我

国， 水稻排放的甲烷占农业排放温室

气体的 30%，整个农业排放的温室气

体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11%。

想要减少稻田“排气”，就要减少

水稻与水的接触时间。 2015 年，我国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提交的 《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提出，到 2030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至 65%。向农业要减

排指标，究竟可行吗？

既然是要减水， 那么干脆种植旱

稻行不行？不行，因为旱稻的亩产量太

低了。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生物基

因中心罗利军团队经过近 30 年的研

发和完善，将旱稻的“耐渴”基因引入

水稻，育成节水抗旱稻。它既非水稻也

非旱稻，却可像水稻一样在水田栽培，

也可像小麦一样在旱地种植 。 2016

年，这一品种通过国家评审认定。

“我们这个品种， 只要保证在出

苗、 分裂、 孕穗灌浆三个阶段灌溉三

次 ‘跑马水’， 就能保证亩产量 1200

斤以上， 如果实在没有灌溉条件， 亩

产也能达到 400 斤左右。” 罗利军说。

节水抗旱稻无需将稻苗浸泡在水中，

因而消除了甲烷产生的环境。 今年，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所研究员周胜将此品种作为全球农业

减排方案 ， 申请欧盟的 “地平线

2020” 节能减排科研计划， 项目负责

人、 芬兰自然资源研究院研究员艾伦

看到后， 眼前一亮。 他说： “在所有

方案中， 你们的方案是最简单， 也最适

合大面积推广。”

旱涝保收，种植面积跻身
全国前五

在安徽蚌埠的淮矿农场，3000 亩稻

田黄穗低垂，即将迎来丰收。历史上这里

并不是水稻种植区， 三年前，“旱优 73”

在这里洒下第一把种子， 随后便一发不

可收拾，50 亩、800 亩、5000 亩……种植

面积在三年间实现了“三级跳”。

自 2016 年以来，节水抗旱稻的种植

面积就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今年已达

到 600 万亩， 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

五个稻谷品种之一，山东、淮北等原先从

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地区也开始种稻了。

为何节水抗旱稻如此走俏？ 湖南宁

乡金色田园农资公司总经理易靖说 ，

2017 年，有着“水稻种植标兵县”之称的

宁乡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 其后又

遭遇 80 多天的高温无雨，在经历了旱涝

双重打击后，300 亩“旱优 73”节水抗旱

稻全部存活下来， 一下子在当地打开了

知名度。 他说，在农民眼中，种植上海选

育的节水抗旱稻， 犹如买了一款农业保

险，旱涝保收。

周胜表示，近年来，各地极端天气频

现，越来越需要选育适应性强的新品种。

节水抗旱稻旱地能种、有水更好的特性，

使它在发生恶劣气象灾害时也不至于让

农民颗粒无收。

深情讲述从医志爱民心报国情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交流活动举行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中

央文明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联合举办 2019

年第三季度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场

交流活动，集中发布入选今年 7 月、

8 月、9 月 “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

士 ”的 33 位月度人物 ，上海共有 4

名医务人员上榜。

昨天的活动现场，从医 70 年深

耕皮肤病防治事业的徐文严、 我国

第一位获南丁格尔奖章的男护士巴

桑邓珠、坚守疫情“火山口”编织传

染病防控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

国、扎根贫困地区基层医院 50 多年的

路生梅，以及 80 后乡村医生的优秀代

表钟晶等，深情讲述各自的从医志、爱

民心、报国情，给现场观众和众多网友

以极大感动和鼓舞。

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截至

目前， 上海已有 19 位医务人员入选

“中国好医生区、中国好护士”，是入选

人数最多的省区市之一。 本次活动现

场，“上海好医生、上海好护士”寻找推

选活动宣告启动。

副市长宗明出席现场交流活动。

罗利军 （右） 在田间查看节水抗旱稻。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供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沈湫莎

用激情书写医学界的“青春之歌”
上海四名医务人员荣获“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称号

无论在东海之滨 ， 还是彩云之

南 ； 无论在三江之源 ， 还是世界屋

脊， 大江南北到处都有上海医务工作

者的身影， 他们星夜兼程解除患者痛

苦， 用激情书写属于医学界的 “青春

之歌”。

昨天 ， 2019 年第三季度 “中国

好医生 、 中国好护士 ” 33 位月度人

物在沪揭晓， 上海四位医务工作者当

选， 他们是：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肝外科主任周俭、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眼科教授周行涛、 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任瞿洪平、 上海市儿童医院心内

科主治医师赵坚。

两个 28 年，奋战在
不同的生命战场

肝癌是严重威胁我国人群健康的

重大疾病之一。 如何延长患者的生存

期， 如何减轻患者的痛苦， 如何更早

地发现癌情……这一个个问题深深敲

击着医生的内心， 也促使周俭投身攀

登医学高峰的征程。

身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

长、 肝外科主任和复旦大学肝癌研究

所副所长 ， 周俭从事肝肿瘤诊疗已

28 年 ， 他不仅手术精湛 ， 还不断钻

研创新临床技术， 积累了 8000 余例

肝切除和 2000 余例肝移植临床经验，

成功主刀亚洲首例 ALPPS 手术 ， 治

疗了传统不可切除的巨大肝癌， 拓展

了外科治疗范畴， 为引领我国肝癌手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作出贡献。

可他并不满足于手术室的表现，

还一头扎进实验室， 专攻肝癌早期诊

断和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及防治对

策。 他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樊嘉共同首

创建立了基于七个血浆 microRNA 的

肝癌诊断模型， 已成功转化为诊断试

剂盒， 应用于肝癌早期诊断和预后评

价， 造福了大量患者； 他还发现了一

系列与肝癌转移复发相关的标志物，

为探索肝癌转移复发机制提供了新线

索……在临床医学与实验室 “两头

跑”， 周俭始终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

望： 给患者谋一个更好的明天。

医者情怀， 令人动容。 也是从医

28 年 ， 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瞿

洪平面对的是另一个 “战场 ” 。 在

ICU （重症监护室 ）， 每一分每一秒

都可能是揪心的， 监护仪上的数字可

能随时波动， 生命体征上一秒看似稳

定， 下一秒就可能急转直下。 年复一

年， 瞿洪平始终处于 “待命” 状态，

节假日都不例外。 瞿洪平坦言， 这份

工作很艰辛， 很疲惫， 但是， 面对医

院最危重的病人， 面对家属焦虑的等

待和充满信任的支持， “永不言弃”

成为了一种信念。

“如果你把治病救人当成一种信

仰， 那么， 无论遇到什么， 都能咬着

牙、 拉着患者的手， 在这条道路上走

下去。” 瞿洪平说。

鲜活的生命是白大褂
上最好的奖章

2010 年开展我国第一例近视全飞

秒激光手术 （SMILE）， 2015 年又 “执

刀 ” 第一例远视 SMILE 手术 ， 复旦大

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周行涛

被誉为中国 “全飞第一人 ”。 但他说 ，

这些 “第一” 于他而言意义不大， “手

术是复杂的， 只有给予每位患者最好的

治疗才是意义所在”。

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每年寒

暑假，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宝

庆路分部视光门诊室里总是人头攒动。

周行涛的诊室固然拥挤， 却与周围的喧

嚣形成鲜明对比：问诊时，他的声音并不

大，如他一贯的温文尔雅，恰是这样一种

低柔而有韧性的声音， 给高度近视患者

一份安定。

也是在问诊过程中， 周行涛越来越

强烈地感受到， 对眼视光尚未发育完全

的青少年和儿童来说，“防”比“控”更重

要。 2002 年起，周行涛团队逐步在国内

最早建立起儿童与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

和动态数据库。 他还是“防盲治盲”奥比

斯国际公益项目的负责人， 带领团队开

展入校近视防控累计筛查 41 万人次。在

近视防控与治疗这条路上， 周行涛一路

奔走，只为患者追逐光明。

赵坚医生的工作也与孩子们相关。

1981 年出生的他，是上海市儿童医院心

内科主治医师， 也是上海市第九批援藏

干部人才、 原派任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儿科主任。令人扼腕的是，今年

7 月 30 日，他因公在日喀则殉职 ，年仅

38 岁。

赵坚是患者眼中技艺精湛的 “赵医

生”，也是同事、同学眼中的“暖男”，一位

憨厚可亲、充满阳光的人。“从没见他对谁

生过气，我们规培生的任何问题他都耐心

解答。 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直温暖身边

的人。 ”有学生这样回忆他。

每年暑假是儿童医院心内科一年中

最繁忙的时节，全国各地的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都会来院求治， 其中不乏偏远地区、

家境贫寒的孩子。 赵坚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总能看到他在六楼和十楼病房之间来

回穿梭的身影，原来，他是在为贫困的手

术儿童申请救助基金。 后来同事们才知

道，赵坚生前曾协助全国各地贫困患儿申

报“爱佑基金”超过百例。

云南镇雄、 青海果洛， 都有过赵坚

对外开展援助医疗的足迹。 今年 7 月，

他更是主动报名参加上海市第九批援藏

医疗队， 入藏第四天， 就与其他援藏干

部一起深入当地， 为贫困家庭 “建档立

卡”， 为先心病患儿诊治， 着手当地医

院的儿科建设计划……可就在他踌躇满

志之时， 无情的病魔永远关上了他实现

壮志的大门。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士” 月度人物入选者是无数中

国医务工作者的缩影， 他们或许获奖无

数、荣誉等身，但每位医务人员内心都无

比坚定地认为： 每一个经他们救治过来

的鲜活生命，才是白大褂上最好的奖章。

排列 5 第 1927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0 1 8 8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19270 期公告
中奖号码： 6 0 1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七星彩第 19116 期公告

中奖号码： 3 0 5 8 8 0 3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10 42922 元
三等奖 210 1800 元
四等奖 2636 300 元
五等奖 35126 20 元
六等奖 406120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为：

42669841.84 元元

顶级商圈后街，告别最后333只手提马桶
（上接第一版）关于安装抽水马桶，好不

容易“摆平”了小区内各方诉求，到了弄

口又“推不动”了———一方面，接驳弄内

排污管道和小区外市政管网的“出门井”

承载容量不够，易造成堵塞；另一方面，

外部管网的水平高度高出小区管网，污

水容易回逆。

依托区域网格，街道上报情况，并成

功对接相关市政部门， 通过技术扩容与

改造最终解决了这两大难题。

实事做进心坎里，百姓就
不会“打回票”

除了恒丰居民区，剩余要“攻坚”的

无卫生设施住户散布在祥福、奉贤、郑家

巷、东王等居民区。

吴雄娣，东王居民区党组织老书记。

去年， 她的工作小本本上还留有九只手

提马桶等着“销项”。

也是各有各难，九户居民家庭有半数

以上人户分离。有房东在电话里嚷嚷：“你

们纯粹为了完成指标，我怕麻烦，不装。”

也有房东把带阁楼的房分别租给上下两

户，两家人意见相左，房东直接撂挑子。

老书记带队， 通过居民区网格联席

会议把租客、楼组长、施工队等各方叫到

一起，协商安装方案。同时，先后十多次

登门拜访房东， 说服房东出面协调租客

间矛盾，推动马桶改造安装工程。

九只马桶逐一落地， 随之落地的是

居民邻里间的互谅与和解。更难得的是，

马桶一侧墙面新铺上了瓷砖， 施工队还

顺手将老屋内的墙面修补、 灯泡更换等

细小事项一并打包完成， 这九个当初最

“难啃”的工程真正赢得了人心。现在，租

客也好、原住民也罢，在社区里主动当起

了志愿者，在此后社区垃圾分类、日常巡

逻、团队活动中发挥出主观能动作用，成

了居委会干部的得力助手。

“20多年的社区工作告诉我，有个理

从来没变过。”吴雄娣这样归结，“把实事

真正做进百姓的心坎里， 老百姓就不会

给你‘打回票’。”

妥善安置小厕所，相当于
改善大民生

以往，阻碍这小小1平方米抽水马桶

安装的，除了现实的各种硬件条件之外，

其背后不仅关涉日常起居， 还怀裹着邻

里纠葛、情绪积淀等。

因此，别看这只是小小1平方米的工

程， 对于老旧小区住户来说却是意义非

凡———能妥善安置小厕所， 就相当于改

善了大民生。

据介绍，开展此项工作前，街道特别

强化排摸宣传、上下联动。街道工作人员

和静安置业集团物业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 施工队伍深入各居民区和楼组全面

调查摸底、建立台账，制定“一户一档”，

确保工作有的放矢。居民区带块干部、物

业、 楼组长等联合相关部门对无卫生设

施的居民挨家挨户上门宣传政策， 并加

强与各职能部门间的沟通协调、 联动合

作，合力推进任务落实。

同时， 充分运用居民区党建微网格

平台及“老书记自治工作室”推进项目开

展。施工前，主动做好居民意见征询；施

工中，引导成立居民监督员队伍，发动党

员顾问团、楼管会、护弄队等各类自治团

队参与，协商解决施工中各类问题；施工

后，组织居民对施工安全、质量、文明进

行满意度测评。通过引导居民全程参与，

丰实他们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据悉，下一步，石门二路街道将继续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引导居民群众做好

后续自治维护工作， 避免在新装卫生设

施使用过程中因噪音或卫生等问题产生

新的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