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宁波合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桓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 9月 18日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合兆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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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相关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桓
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宁波合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桓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特此联合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

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即向上海桓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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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桓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30日

宁波合兆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桓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 本金 利息（暂计至基准日 2017年 12月 13日） 贷款合同编号 保证人名称 抵押物

许江华 9,900,000.00 4,595,779.99

211308184801000
211308185101000
211308867001000
211308950501000
211309124001000

郑秀芳、张明文、上海
巨贝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

上海市杨浦区黄兴路
2077 号 2004 室 、2005
室、2006室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下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于 2019年 9月 6日将下列对公贷款债权打包出售给了上海睿银盛嘉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上海睿银盛嘉”），现兴业银行上海分行与上海睿银盛嘉共同发布公告，请下列主从债务人及时向债权人履行
还款及担保义务：

注：相应利息依法计算。

兴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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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上海睿银盛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借款合同名称 担保人 截至基准日未偿本金余额

1
上海利臻实业
有限公司 2018015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上海中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名下位于闵行区中青路
1555弄 221号住宅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50,000,000.00

2
上海朗见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2018016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1.抵押人：上海中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名下位于闵行区
中青路 1555弄 221号住宅房产提供抵押担保；2、 保证人：
上海连飞实业有限公司

52,000,000.00

3
上海都锦实业
有限公司

市北
RL201701022

流动资金
借款合同

1.保证人：上海雅纬经贸有限公司、郑金云、汤绮、唐秀丽、谢
贵挺；2、抵押人：上海中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位于中青路
1555弄 221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23,069,999.91

首个上海国际艺术品
交易月11月启动， 百场展
览展示和艺术品交易将在
期间举行

第十届上海美术大展昨揭幕
首次向长三角地区广泛征稿

苏浙皖地区入选作品占比 17.9%

本报讯 （记者李婷）上海美术界

最高规格大展—————第十届上海美术

大展昨天在中华艺术宫拉开帷幕，沪上

美术界最高奖“白玉兰美术奖”在大展

上揭晓。 与以往相比，本届大展最大的

亮点是首次将征稿范围从上海扩大至

江苏、浙江、安徽等长三角地区，使展览

的参与度、学术性、影响力实现了质的

飞跃，涌现出不少聚焦时代、反映生活

的优秀作品。

上海美术大展两年一届，是申城美

术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和重要检阅 。

积极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今年大展首次面向长三角地区广泛征

稿，在 2100 件应征稿件中，苏浙皖地区

作品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共 571 件。 展

览的评审团队也相应增加了长三角地

区的专家。 在 369 件入选作品中，苏浙

皖地区共有 66 件作品入选 ， 占比

17.9%，其中更有两名浙江和安徽的作

者在这次大展中获奖。

本届大展共评选出白玉兰美术奖

优秀奖 6 名、佳作奖 7 名，及沈柔坚艺

术基金奖 8 名。 它们中，既有彰显改革

开放、“一带一路”成果等时代命题的作

品，也有着力刻画钟扬、屠呦呦等时代

楷模、改革先锋的作品，还有展现江南

秀色、 人文风情等描绘城市新貌的作

品，艺术家们以饱满的创作热情抒怀时

代、致敬英雄、礼赞生活。

比如， 倪巍中国画作品 《溪山无

尽藏》 以质朴率真的造型和笔墨描绘

了龙尾山砚农搜山寻石的场景。 罗陵

君在创作油画 《上海故事》 过程中进

行了近三年的考察式写生， 为的是通

过一幢幢老房子的室内 、 室外片段 ，

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

和保护。 王西林的套色版画作品 《城

市的温度： 建设者》 和林森的雕塑作

品 《填浜筑路》， 以其个性化的艺术手

法为城市建设者塑像。 严伟琪的水彩、

粉画作品 《白发苍苍》， 展现了倔强不

屈的生命力。

“艺术家不应只局限于对自我的

追求 ， 更应多一份社会责任感的担

当 。” 王剑锋如是说 。 他的油画作品

《同袍》 创新性地将现实场景与想象进

行空间上的并置， 通过对两位刚从火

场下来的年轻消防队员小憩场景的描

绘， 展开了对和平年代平凡英雄的叙

述。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殷雄评

价， 这件作品以写实和象征相结合的

手法， 以纪念碑式的构图完整地呈现

了作者的意图， 色彩厚重、 沉稳， 写

实技法到位， 是一件主题和表现手法

结合完整的佳作。

自 2001 年创办以来，上海美术大

展始终定位于推新人、 推佳作。 18 年

来，大批中青年艺术家通过这一平台脱

颖而出，使上海美术人才梯队结构更加

完整、后备力量更加坚实。 本届大展入

选作者中 ，45 岁以下 207 人 ，45 至 60

岁 109 人，60 岁以上 53 人。 与第九届

上海美术大展相比，入选作者呈年轻化

趋势， 其中 60 岁以下占总入选作者的

85.6%，比上届增长 10.8%。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一步激励青

年艺术家的创作热情，沈柔坚艺术基金

奖设立了新人奖，本次有 3 名 80 后、90

后作者获得该奖。在 21 名获奖作者中，

45 岁以下的获奖作者占比近 43%，年

纪最小的张翔仅 24 岁。 上海市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蒋铁骊点评其雕塑作品

《烎》 时说：“作者对雕塑语言中的当代

性较为敏感，材质及技术手段的运用直

指当下社会的审美心理。视觉效果响亮

而强烈。 此类作品的出现，客观上使年

轻艺术家的艺术能量得以充分释放，同

时也使今天的艺术展览呈现出更为多

样与活跃的创作面貌。 ”

展览期间，本届大展还将在上海市

文联微信公众号上开启投票通道，评选

出“网络人气奖”一名。 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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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
今晚把《达·芬奇》的亚洲首演献给上海

纪念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

《救世主 》 《最

后的晚餐 》 《蒙娜丽

莎 》 ……意大利画家

达·芬奇将带着举世闻

名的绘画杰作 ， 以前

所 未 有 的 魔 幻 姿 态

“降临 ” 上海 。 今晚 ，

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

舞剧 《达·芬奇》 将在

上音歌剧院进行亚洲首演， 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意大利零重力舞蹈团由意大利著名编舞家、

导演埃米里亚诺·佩里萨利的工作室所创办， 原

创剧目多为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时代的题材， 风格

华丽梦幻。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 ， 达·芬奇 、

但丁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啼声， 开启了人们

的心灵， 这些伟人的历程为埃米里亚诺的创作提

供了取之不竭的养分 。 2019 年是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 这部舞剧便是纪念之作。

传世名作 《救世主》 《岩间圣母》 《安吉利

之战》 《圣母子与圣安娜》 《最后的晚餐》 《天

堂盛宴》 《天使报喜》 和 《蒙娜丽莎》 等散落在

15 个舞剧段落中， 成为勾连画家与舞剧的心灵

纽带。 舞蹈家们以此为窗口洞悉艺术先哲的思

想， 发掘和展示了埃米里亚诺一贯珍视的文艺复

兴和巴洛克时代的艺术元素。 舞剧音乐则以达·

芬奇时代的生活为基石， 用八人古乐队的现场演

奏， 让观众产生空灵悠远的奇妙观感。

埃米里亚诺当过瓦工 、 木工 、 电工 、 乘务

员， 早年经历与舞台创作熔于一炉， 造就了 “舞

蹈工匠” 的艺术特色。 他曾遍寻欧洲中世纪 400

多家剧院， 研究其舞台结构、 最佳视角、 技术原

理， 最终巧妙利用舞台机械， 结合舞蹈语汇进行

全新创作。 演员凭借这套机械能做出很多匪夷所

思的动作 ， 包括堪称空中人体雕塑的高难度设

计。 意大利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放大了舞台 “魔

术手” 的奇幻效果 ， 《达·芬奇 》 “重生 ” 了 。

在迷幻灯光和灵动音乐构建的魔幻世界中， 六位

身怀绝技的舞者仿佛完全不受地球重力影响， 他

们健美的身躯灵巧地上下漂移、 纵横飞翔， 组成

种种梦幻画面和奇美造型， 生动再现达·芬奇思

想、 艺术和科学奇迹。

零重力舞蹈团与上海缘分始于 2016 年。 第

18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 埃米里亚诺曾

携舞团成名作 《神曲》 来到上海。 他们不仅在上

海大剧院演出， 也在宝山、 金山、 奉贤巡演。 当

地观众在家门口看到世界一流节目， 这支来自意

大利的舞蹈团则多了许多上海 “粉丝”。 巡演结

束后，上海市舞蹈家协会还邀请舞界专家学者，与

《神曲》 主创团队聚集文艺会堂 ， 对舞剧创作 、

演出经验进行了深入探讨。 埃米里亚诺坦承对中

国文化深感兴趣， 年轻时还学习过武术， 认为中

国武术是与灵魂结合的文化宝藏， 比西方的体操

更吸引他。 今年， 零重力舞蹈团将 《达·芬奇 》

的亚洲首演放在上海 ， 放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

节， 为这段缘分谱写了新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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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

心昨天揭牌。这个政府指导、实体化运作的产业功能性

平台， 将通过七大服务窗口为国内外艺术交易主体提

供一站式综合服务。 首个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也将

于 11 月启动，交易月期间将举办百场展览展示和艺术

品交易，系列活动除了在上海西岸的艺术场馆进行外，

还将联动全城。

业内人士认为，这套“组合拳”的打出，进一步推动

上海打造千亿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为上海全力

打响四大品牌的战略部署，加快落实“上海文创 50 条”

提出的 “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重要艺术品交易中

心之一”的发展目标添薪续力。

据悉，“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旨在培育和规

范艺术品交易市场，促进上海艺术品产业繁荣发展。中

心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授牌成立，委托上海西岸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通过设立工商登记、

展览审批、通关报检、外汇结算、财税申报、配套扶持、

配套服务等七大服务窗口， 为国内外艺术交易主体提

供“一窗通办”的综合性咨询服务；同时筛选、引进一批

综合实力较强的法律、财税、保险、运输、知识产权保护

等服务机构，建立艺术品服务专业机构资源库，为艺术

品交易主体提供专业的市场服务。

未来，这个平台将通过一条龙综合服务、个性化定

制服务及上门式集中服务，成为政府“一网通办”改革

创新的试点项目， 逐步打造成为上海不断提升营商环

境的拳头产品和金字招牌。

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徐汇区委、区政府

共同发起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将于下月举行。

交易月可被视为集聚整合艺术品领域上下游要素资

源、构建起成熟产业链的一大重要举措，将聚集上百场

艺术品系列活动、建立一个艺术品交易中心、形成一套

艺术品交易服务政策， 并通过交易月逐步推动上海形

成艺术品交易活跃，艺术品展览、机构和人才集聚，艺

术品服务优质， 艺术品交易产业链成熟的千亿级规模

的艺术品交易市场。

交易月期间推出的上百场系列活动中， 包括三场

大型艺术博览会、14场拍卖活动、52场展销活动、35场

展览活动、8场外延活动。 西岸美术馆将于交易月期间

正式向公众开放， 开启与法国蓬皮杜中心为期五年的

展陈合作项目； 聚集百余家国内外知名画廊的西岸艺

术与设计博览会和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

等将同期分别在西岸艺术中心和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国际知名拍卖行苏富比将在西岸呈献 “LEGENDS：沃

荷与巴斯基亚”展售会，同步展出安迪·沃霍尔和尚·米

榭·巴斯基亚的多幅精彩佳作；香格纳、里森、贝浩登、

大田秀则等国际国内知名画廊及艺术家带来的艺术佳作也将齐齐亮相。

交易月期间，徐汇海关在西岸设立常驻办公机构，为艺术家及艺术机构等提供

涵盖报关、报检等环节的一站式通关服务。 同时建立报批绿色通道，为艺术家及艺

术机构等提供批文申请便利化服务。 与此同时，近 40 场相关活动由上海市社会文

物行业协会牵头，联合上海文物商店、朵云轩、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上海市收

藏协会等组织，带领观众感受艺术前沿和历史传承的碰撞与交流，呈现一场当代艺

术与传统艺术的隔空对话。

文化 公告

作家从维熙去世
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巴金故居

本报讯 （记者许旸）一生坚持“以真

为魂，以史为镜”的创作风格，著名作家

从维熙昨在北京病逝，享年 86 岁。 生前

他与上海文坛结缘颇深，景仰巴金先生，

并在今年九月下旬将珍藏的 《大墙下的

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这一手稿

本即将与公众见面。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告诉记

者， 上个月拿到手稿后立即投入编印手

稿本的工作，前天夜里刚刚定稿，昨天准

备开印之际传来先生远行的噩耗。 周立

民说：“从维熙生前曾到上海的巴金故居

参观，当场嚎啕大哭。作为不同时代的中

国作家， 巴金和从维熙都以真诚坦率的

心态感染读者，字里行间感情充沛。”《收

获》副主编钟红明告诉记者，邀请作家们

授权作品或约稿 ，“从维熙老人非常爽

快，只要是为文学，他都一口答应。 他为

人热情耿直，思路敏捷，作品充满了正视

历史的勇气”。

从维熙1933年生， 曾任北京市文联

专业作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

陆续出版短篇小说集 《曙光升起的早

晨》、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北国草》等，

《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

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

剧本《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

奖 ；根据其小说 《伴听 》改编的电影 《聊

聊》获大学生电影节奖；14卷《从维熙文

集》收录了他60多年的文学创作。

上世纪50年代， 从维熙初涉文坛的

三部作品，包括处女作《七月雨》，都由当

时的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回归文坛

后，从维熙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在

《收获》 复刊后的1979年第二期首发，他

因此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 从维熙曾

撰文回忆，选择将手稿寄给《收获》，是因

当时耳闻巴金将主持《收获》复刊工作，

“我从青少年时代就熟读了巴老的 《家》

《春》《秋》等系列作品，在我潜在的感悟

中， 巴老在文坛中不是作家中追风之柳

絮，而是一棵有文胆良知、端庄的梧桐”。

1982 年第一期 《收获 》又以显著位

置刊载从维熙中篇《远去的白帆》，小说

曾被另一家大型期刊退稿， 是巴金坚持

刊出。 1984 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

《远去的白帆》以近全票获该届优秀中篇

小说文学奖。“我无法忘却在历史新时期

之初巴老和《收获》，对我文学生命的厚

爱。 ” 从维熙对巴金的知遇之恩念念不

忘，“巴老有几句话让我铭记至今。 老人

说：‘你要珍惜你的苦难生活， 因为这不

是中国文人都了解的独特生活领地。 你

不是挖过煤吗，就像你开矿时那样，深挖

你独特的生活矿藏。 ’”

昨天，从维熙去世消息传出后，作家

李辉感慨：“他有发自骨子里的善。 无论

他处境怎样，他敏感的，念念不忘的，还

是人性的善。无论生活如何对待，他永远

用善的方法来看待。 ”

荨严伟琪水彩、粉画作品《白发苍苍》。 ▲王剑锋油画作品《同袍》。 （均上海美协供图）

■本报记者 宣晶

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正式揭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舞剧 《达·芬奇》 的奇美造型。 （演出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