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于恒丰银行上海分行资产包中的 15户债权进行处置，相关情况见下表（截
至 2019年 7月 31日）：

处置方式：整体转让及其它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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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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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wamcc.com)。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二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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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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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021-50878880 通讯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333号金砖大厦 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封先生 联系电话：021-6886920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0年 1月 15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债务人
债权本金
(万元）

利息
（万元）

担保方式 担保人 （包括抵质押人）

1
中商投供应链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655.22 240.03 保证 国梁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 上海大融纳投资有限公司 1,308.98 408.4 保证 上海亿梦实业有限公司、陈磊、王丹

3
上海华尔派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5,500 375.38 抵押、保证 晏莉红

4 上海鸿内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5,557.88 685.89 抵押、保证 朱跃平、徐建刚
5 上海庆达实业有限公司 2,580 98.24 抵押、保证 余继宏、吴宇、上海晟生实业有限公司、黄增辉、曹瑜海

6
上海禾润生业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14,000 1,548.93 质押、保证
上海昂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中
商投灏嘉（上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杰法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7 上海乐琼经贸有限公司 11,489.60 1,266.77 保证
上海宝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中
商投嘉贝（上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中商投灏嘉（上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昂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8
中商投嘉贝（上海）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

4,365.13 458.74 保证
上海禾润生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
司

9 上海文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471.89 365.96 保证
上海博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黄昌德、杨虔、上海果正贸易
有限公司、马建华、浙江顺成花边有限公司、义乌市天虹花
边有限公司、王秀丽、龚晓青、艾学军

10 上海果正贸易有限公司 2,497.35 355.17 保证

上海博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义乌市天虹花边有限公司、浙
江顺成花边有限公司、杭州卓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北
沪贸易有限公司、上海力拔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马建华、楼
枭斌、虞修才、黄昌德、艾学军、龚晓青、黄小玲、楼帼伟

11 上海骊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14,271.91 1,239.53 质押、保证
上海昂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天
津塑力线缆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中轩联汽车租赁服务有限
公司

12 上海晨康实业有限公司 3,895.66 323.42 保证
上海昂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上
海乐琼经贸有限公司

13 上海杰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895 389.63 保证
上海宝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尊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中商投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14 上海梵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479.81 1,134.80 保证 上海孟芳贸易有限公司、上海美淄贸易有限公司担保

15 上海茸宇实业有限公司 2,924.03 440.75 保证
上海兰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神州投资有限公司、钱英
军、殷正秋、胡勤奋、王丽芳、邱荣静

利比亚冲突双方未能签署停战协定
德国将在柏林主持召开调解国际会议

据俄媒报道，利比亚冲突双方1月

13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就该国内战

停火问题举行间接谈判， 利比亚民族

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和最高国家委员

会主席迈什里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国

民军”总司令哈夫塔尔拒绝签字。

据悉，1月19日， 德国将主持召开

利比亚调解国际会议， 俄罗斯总统普

京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已于14日通电话

讨论了会议筹备情况， 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同一日也表示将赴柏林参会。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4日报道称，

俄外长拉夫罗夫通报了在莫斯科举行

的利比亚冲突各方谈判结果。 拉夫罗

夫称： “利比亚冲突各方在谈判后，

已经拟定停战草案。 根据草案， 双方

约定按照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

（UNSMIL） 的一揽子措施， 成立军事

委员会， 以确定冲突双方的接触线、

监督停火情况 ， 并确保停火的可持

续性。”

拉夫罗夫表示， 利比亚民族团结

政府总理萨拉杰和最高国家委员会主

席迈什里已经签署了停战协定，“国民

军” 元帅哈夫塔尔和位于托布鲁克的

国民代表大会主席萨列赫积极看待该

文件，但要求额外的考虑时间。

据悉， 萨拉杰在莫斯科拒绝与哈

夫塔尔直接会谈， 双方通过俄土两国

外长和防长间接谈判。

塔斯社消息人士随后表示， 哈夫

塔尔已于14日离开莫斯科， 未在停战

协定上签字，原因是“亲政府武装的解

散期限不确定”。 消息人士强调，尽管

停战协定的大多数条款已经谈妥，“但

是除非亲政府武装确定解散时间， 否则

哈夫塔尔不会签署协议”。

此外据阿拉伯卫星台报道， 哈夫塔

尔拒绝土耳其进行干预或调解。

利比亚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陷入动荡， 目前呈现两大势力割据对

峙的局面。 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

政府控制西部部分地区，“国民军” 与国

民代表大会联手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

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据悉，民

族团结政府一方得到卡塔尔、土耳其、意

大利力挺，“国民军”一方则获得俄罗斯、

埃及、沙特、阿联酋、法国的支持。

本月2日，土耳其议会授权本国政府

向利比亚出兵，利比亚战事骤然升级。普

京9日访问伊斯坦布尔，随后俄土领导人

呼吁交战双方自12日零时起停火。 面对

外部斡旋，民族团结政府表示，欢迎土俄

的停火呼吁。“国民军”也宣布，只要民族

团结政府军队停火，“国民军” 也将自12

日零时停止军事行动。

但事实上， 停火并未真正实现， 对

立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

拉夫罗夫14日称， 尽管并未取得最

理想结果， 俄方将继续为解决利比亚危

机作出努力， 避免冲突各方使用武力解

决问题。 据悉， 有关各方1月19日将

在德国柏林举行利比亚调解国际会

议， 俄罗斯、 土耳其、 意大利等国表

示将与会。

俄罗斯《全球政治中俄罗斯》杂志

主编卢基扬诺夫对卫星通讯社表示，

目前的情况表明， 利比亚调解进程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成功不会一蹴

而就。他认为，俄土两国目前是发挥主

要作用的国家。 但利比亚大学教授米

卢德·哈吉表示， 外部国家的过多干

预，会使得利比亚局势越来越“叙利亚

化”，最终导致冲突范围扩大。

■本报记者 吴 姝

■本报记者 刘 畅

：国取消对中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郑
明达） 针对美方取消对中国 “汇率操纵

国” 认定一事 ，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4

日表示，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

共识。

美国财政部 13 日发表半年度汇率

政策报告， 取消去年 8 月对中国 “汇率

操纵国” 的认定。

“中国本来就不是汇率操纵国。 美

方的最新结论符合事实以及国际社会共

识。” 耿爽在 14 日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

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 “最近一

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估结论认为，

人民币汇率水平大体上是符合经济基本

面的， 客观上否认了中国是 ‘汇率操纵

国’ 的说法。” 耿爽说： “中国是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曾多次重申不会搞

竞争性货币贬值， 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

为工具来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

耿爽说，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深化汇

率市场化改革， 继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

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 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

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3 日电 （记

者高攀 熊茂伶） 美国财政部 13 日发表

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 取消去年 8 月对

中国 “汇率操纵国” 的认定。

美国财政部在这份针对主要贸易伙

伴的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中， 将中

国 、 德国 、 爱尔兰 、 意大利 、 日本 、

韩国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 、 瑞士和越

南 10 个国家列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 ，

但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未操纵

汇率。

美国财政部去年 8 月宣布将中国列

为 “汇率操纵国”， 遭到中方、 经济学

界和权威国际机构的普遍反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 8 月发表对

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进行年度分析

评估的 “第四条款磋商报告” 时， 重申

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基本相

符， 并不存在明显高估或低估。

前美国财政部官员、 战略与国际研

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索贝尔表示， 中

国从一开始就不应被认定为 “汇率操纵

国”， 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较小 ， 美国政府此前的认定是

“错误的政治行为”。

国际 公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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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系列节目
缅文版在缅甸电视台播出

据新华社仰光1月14日电 （记者车
宏亮 张东强）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

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习近平喜

欢的典故》 系列节目缅文版14日在缅甸

仰光举行上线仪式， 当天开始在缅甸知

名商业电视台天网电视台播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系列节目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 节目精心选取

了习近平主席在讲话、 文章和谈话中引

用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的名言名句和历史

故事， 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从中汲取治国

理政智慧的理念。

为帮助缅甸受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中

国文化， 在上线仪式上， 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和缅甸天网电视台还特别邀请缅甸

文化学者， 制作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特别节目 ， 探讨习近平主席引用的中

国典故对缅甸 、 特别是对缅甸年轻人

的启迪。

上线仪式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编

译的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缅文版图书

也举行了首发式。

缅甸天网电视台频道总监登丹乌

说，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系列节目制

作精良， 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喜爱的诗

词和典故， 为缅甸观众了解中国文化和

中国领导人的风采提供了新的角度。

澳大利亚政府宣布设立 5000万：元基金救援野生动植物

过火面积超过11.2万平方千米 ，

许多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被大火破

坏……在受灾最严重的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州、 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

州， 对于许多野生动植物来说， 真正

的威胁在于它们很难从毁灭性的火灾

中恢复过来。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3日宣布设立

5000万美元的野生动植物恢复基金。

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C）报道 ，财

政部长弗莱登伯格表示， 其中2500万

美元将给予一线的野生动物救援队、

医院和动物园； 另外的2500万美元将

作为应急介入资金， 建立一个专家顾

问团队。

据《赫芬顿邮报》报道，维多利亚

州政府发布的 “森林大火生物多样性

应对计划草案”显示，林火已经烧毁了

该州“最具生物多样性价值的区域”。

该报告指出， 许多物种已经失去

了超过40%的栖息地 ， 而一些物种

70%以上的家园将被破坏。 根据栖息

地被烧毁的程度， 报告列出了54种需

要立即引起关注的物种。 其中有13种

两栖动物，13种水生动物，11种鸟类，8

种哺乳动物，7种爬行动物和2种蝙蝠。

显然，澳大利亚国宝考拉的受灾情

况最引人关注。 林火导致新南威尔士

州超过30%的考拉栖息地被毁， 澳大

利亚环境部长苏珊·蕾13日访问麦考

瑞港野生动物医院时提出， 灾后将评

估考拉是否应从现在的“渐危物种”升

级到“濒危物种”。“标志性的考拉将是

联邦政府资助的焦点，”同行的财政部

长弗莱登伯格表示， 只有等到大火被

熄灭，才能了解考拉具体的伤亡情况。

根据袋鼠岛野生动物园合伙人桑

姆·米切尔告诉英国《卫报》的数据，生

活在澳大利亚的大约5万只考拉中 ，

“可能超过一半” 的考拉在火灾中丧生。

考拉厚重的皮毛和受惊时爬高的本能都

是其在火灾中逃生的不利因素。

除了考拉之外，被命名为“岩袋鼠行

动” 的空投任务也让人们认识了澳大利

亚另一个濒危物种———帚尾岩袋鼠。 12

日，新南威尔士州用直升机空投了1吨红

薯和胡萝卜，以救援帚尾岩袋鼠。研究该

物种30余年的马克·埃尔德里奇通常不

赞成人为干预行动，但在这“绝望时刻”，

他默认了政府的空投行动。

“大火烧死了一些岩袋鼠，但另一些

岩袋鼠幸存下来， 它们在岩石缝隙中避

难。 ”埃尔德里奇说：“然而，幸存的岩袋

鼠现在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大

火烧毁了它们几乎所有的食物， 而且因

为没有植被的掩护， 它们很容易暴露在

捕食者面前。” 埃尔德里奇表示，目前紧

迫的任务是在受灾地区控制非本地的捕

食者和食草动物的数量， 这样才能给幸

存的岩袋鼠创造恢复的机会。

据报道， 世界自然基金会已向澳大

利亚政府提出栖息地被严重破坏的13种

物种，其中3种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它们

分别是科罗澳拟蟾、 王吸蜜鸟和西地

鹦鹉。

科罗澳拟蟾又名澳洲夜宴蛙，是

澳洲南部高原特有的一种细小蛙，外

观黑黄条纹相间， 像极了澳大利亚原

住民参与舞会时的化妆。 据维多利亚

动物园网站介绍， 因疾病和气候变化

的影响， 该物种在新南威尔士州可西

欧斯可国家公园的栖息地本就脆弱不

堪。再加上由3股林火组成的大火纵横

而过， 让专家对科罗澳拟蟾的未来命

运也深感担忧。

极度濒危物种王吸蜜鸟已经失去

了它们重要的栖息地———新南威尔士

州的卡佩尔提大峡谷。 澳大利亚国立

大学研究员罗斯·克拉泰斯说：“在它

们离开栖息地飞往各处过冬的时候，

可能至少60%的家园已被烧毁。 ”

据报道， 野生西地鹦鹉数量已不

足140只。大多数西地鹦鹉居住在西澳

大利亚州的干燥角国家公园， 只有极

少数量的西地鹦鹉被圈养在珀斯动物

园。 去年1月，一场西澳大利亚州的林

火就烧到了该物种的重要栖息地。

”在寅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

据新华社首尔 1 月 14 日电 （记者

田明 何媛） 韩国总统文在寅 14 日在首

尔表示， 韩方将同中方继续加强文化等

领域交流，扩大人员往来。 同时，韩国也

将继续加快自身“新南方新北方政策”同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和推进步伐。

文在寅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召开新

年记者会。会上，他还积极评价中国在解

决朝鲜半岛问题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在

朝核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他说，“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已

经对解决相关问题给予了非常多的帮

助。我们对此表示感谢，并期待继续加强

同中方在该问题上的合作。 ”

谈到近期朝美对话陷入僵局、 韩朝

关系遇冷等问题时，文在寅表示，韩朝、

朝美关系“并不乐观，但也还没到悲观的

程度”。朝鲜虽为其重返朝美谈判设定前

提条件，但这也表明“朝鲜并未关闭谈判

的大门”。

14日，澳大利亚袋鼠岛野生动物园，一只受伤的考拉接受救治。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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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

在莫斯科 ，俄

外长拉夫罗夫

（右）与利比亚

“国民军”领导

人哈夫塔尔在

会议前握手。

新华社发

”国女王发表声明同意哈里和梅根“开始新生活”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 13 日在英格兰东部的

桑德灵厄姆庄园与部分王室成员举行家

庭会议， 经过 “非常有建设性的讨论”

同意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 “开始新的生

活”。 伊丽莎白二世、 王储查尔斯、 威

廉王子和哈里王子出席会议， 身在加拿

大的梅根经由电话参会讨论。

现年 93 岁的女王在 13 日的家庭会

议后发表声明： “我和我的家人完全支

持哈里和梅根作为年轻家庭开始新生活

的渴望。” “虽然我们更希望他们作为

王室的全职工作人员， 但我们尊重并理

解他们继续作为家庭有价值成员的同

时、 以一个家庭 （为单位） 过上更独立

生活的愿望。”

路透社报道 ， 这份声明没有称呼

哈里夫妇为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而是直呼其名， 非正式语气和口吻不同

寻常。

哈里夫妇 8 日在社交媒体和新网站

宣布告别王室高级成员身份， 想要一个

“新的工作模式”， 在北美分配更多生活

时间并实现 “经济独立”。 媒体报道称，

哈里夫妇单方面宣布这一决定前没有征

询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意见， 令女王感

到 “失望和受伤”。

女王表示， 有关哈里和梅根未来安

排的最终决定将在今后数日内明确。 只

是， 哈里夫妇利用 “过渡期” 顺利完成

“身份过渡” 仍面临不少难题。

一是实现经济独立。 哈里夫妇作为

王室成员不能谋取个人利益， 现有收入

来自于政府财政预算 （5%） 和王储查

尔斯拥有的王室地产收益 （95%） 两部

分。 其中， 英国财政部去年向整个王室

提供逾 8000 万英镑预算， 查尔斯去年

的地产相关收入超过 2000 万英镑。 从

王室职责中 “抽身” 后， 哈里夫妇原则

上将与政府资助 “切割”， 王储查尔斯

尚未明确是否继续提供财政支持， 但表

示哈里 “不会获得无限制的资金支持”。

二是平衡王室纽带 。 虽然淡出王

室， 哈里夫妇无法完全消除王室纽带，

如何平衡这一关系面临考验。 女王在声

明中没有提及有关哈里夫妇王室头衔的

安排。 外媒猜测， 哈里夫妇可能自愿放

弃头衔， 淡化舆论关注度。

美联社报道 ， 以哈里夫妇的知名

度， 通过代言等方式可以轻松获得巨额

收入， 梅根的 “吸金” 潜力甚至可以媲

美好莱坞一线女星。 但是这种消费王室

的 “经济独立” 可能引起王室不满， 也

与他们淡化王室形象的初衷相悖。

三是开始异国生活。 哈里夫妇经常

前往加拿大， 今后若长期在那里定居，

可能引发居民身份 、 纳税等话题的讨

论。 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 视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 英国王室成员如

何成为加拿大公民， 在现有法律中没有

明确规定。 加拿大移民局说， 哈里夫妇

可能需要通过正常的移民申请程序， 才

能获得公民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