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 宏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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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附件：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联系人：钱晓东 联系方式：13757592791 联系地址：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宏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
债务情况（截止 2019年 3月 31日）

担保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抵押
合同编号本金 应收利息

上海宁平钢
铁有限公司 1,339,210.00 1,549,898.82

叶桂英、张
晓辉、张裕
江

平银（上海）贷
字 （2012） 第
（C1001200501
200009）号

平银（上海）个
保字（2012）第
（C1001200501
200009）号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20号）、《中华人民共
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银保监会令 2019年第 6号）和《中国银保监
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保监会令 2019年第 10号） 的有关规
定，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核准杨敏大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上
海代表处首席代表的任职资格，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大众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首席代表：杨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X072408406

批准设立日期：1996年 07月 08日
业务范围：咨询、联络、市场调查非经营性活动。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379号金穗大厦 24楼 IJ座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58878851 传真：021-58879951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外资金融机构驻华代表处变更事项的公告

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 307号，权利人刘宝祥(故)等，共有人刘宝瑞(故)的配偶
和子女(共有人)、刘宝骏、刘金凤、刘金娥。
上述房屋被列入“宝山路街道 31、149、150、152街坊旧城区改建”征收范围。静

安区人民政府于 2020年 3月 25日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 公告
（沪静府房征【2020】2号)。

为了确保上述房屋权利人的权益，请上述房屋权利人两周内到静安区宝山路
街道 31、149 、150、152街坊征收基地与征收单位联系，洽谈房屋征收补偿事宜，逾
期我们会按法律法规予以办理。 将以上权利人的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及相关事宜通
过本基地公示栏予以公告。

联系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川公路 270号
联系人：冷先生 联系电话： 021-66289383

联系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00下午：14：00-17：00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上海市闸北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8日

公 告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势在必行
———海外华侨华人支持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 ： 连日来 ， 海外

华侨华人持续关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草

案）》， 支持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 改变

香港国家安全领域 “不设防 ” 状态 ，

维护国家主权 、 安全 、 发展利益 ， 维

护基本法和 “一国两制 ”， 绝不容许

西方反华势力将香港变成分裂中国的

基地。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凌星

光说， “港独 ” 分子在外部势力支持

下， 严重冲击香港法治 ， 严重威胁国

家安全， 严重挑战 “一国两制 ” 原则

底线。 在当前形势下 ， 全国人大推动

涉港国安立法 ， 弥补香港在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 ， 为 “一国

两制” 实践筑牢制度根基 。 相信此举

将沉重打击反华势力 ， 极大鼓舞爱国

爱港力量。 海外华侨华人坚决拥护和

支持全国人大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总会长王

海军说， “一国两制 ” 的基础是 “一

国”， 反中乱港势力公然挑战 “一国两

制 ” 原则底线 ， 且与外部势力勾结 ，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 在这一背景下 ，

全国人大依法从国家层面推进香港维

护国家安全立法工作 ， 势在必行 、 刻

不容缓。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 ， 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 ，

是职责所在， 是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

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卡塔尔中国侨联海外委员祁子涵

说 ， 面对境内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结 、

破坏香港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

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和基本法 ， 从国家

层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

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 是维

护国家安全、 维护 “一国两制 ” 的需

要， 也是维护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 确

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需要 。 香港是

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 涉港国安立

法纯属中国内政， 任何外国无权干预。

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罗超西说 ， “一国两制 ” 的基础是

“一国 ” ， 我们绝不容许任何人打着

“两制” 旗号从事分裂国家活动， 把香

港变成危害国家安全 、 遏制中国发展

的前沿基地。 全国人大依照宪法和基

本法， 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

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 ， 是

顺应民意， 维护国家主权 、 安全 、 发

展利益的正义行动 。 我们希望相关立

法尽早完成并付诸实施。

欧洲华侨华人青年联合总会创会

会长傅旭海说 ， 发生在香港的情况暴

露出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存在的

法律漏洞和机制短板 。 全国人大依法

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保障 “一国两制”

在港实践， 事关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

发展。 包括海外侨胞在内全体中国人

民捍卫国家主权 、 安全 、 发展利益的

意志是任何人不能撼动的 ， 任何企图

分裂中国的图谋注定是徒劳的。

英国剑桥华人社区中心主席孙伟

说， 反中乱港势力利用香港维护国家

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和机制短板 ， 公

然冲击香港法治 ， 破坏 “一国两制 ”

根基， 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而紧

迫威胁。 全国人大推动涉港国安立法，

就是要维护国家安全 ， 维护基本法和

“一国两制”， 紧迫性和必要性显而易

见。 我们绝不容许反华势力将香港变

成分裂中国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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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我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针对美方称将就中方涉港国家安全立法
作出强有力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者朱
超 成欣） 针对美方领导人称将就中方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对中国作出强有力

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7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香港是中国的特

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

权。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

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对于

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错误行径，我

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 ”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记者

朱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7 日

表示，中方完全同意并高度赞赏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日前就涉港问题所作的

积极表态。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俄罗

斯外长拉夫罗夫 26日表示，涉港问题完

全是中国的内政， 美方扬言针对中国全

国人大推进涉港国安立法对中方实施制

裁， 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自我优越感和放

肆任性， 不利于美方在其他问题上同中

方开展有效对话。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完全同意并高度赞赏拉夫罗

夫外长的积极表态，这充分体现了中俄

关系的高水平。”赵立坚说，在两国元首

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特别是

在涉及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双方始终

坚定地相互支持。

赵立坚重申，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

别行政区，是直辖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

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特区维护国

家安全立法的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

外国无权干预。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

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

坚定不移。

“龙”飞船首次载人试飞三大看点
时隔9年美国国产火箭和飞船将首次从本土载人前往空间站

美国航天局计划 27 日首次用载人

版“龙”飞船将两名美国宇航员送入国际

空间站。这将是自 2011 年以来美国首次

使用国产火箭和飞船从本土将宇航员送

往空间站， 是美国在航天飞机退役 9 年

后恢复载人发射能力的关键一步。

按计划，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载人版“龙”飞船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7

日 16 时 33 分 （北京时间 28 日 4 时 33

分）搭乘一枚“猎鹰 9”火箭从佛罗里达

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美国宇航

员道格拉斯·赫尔利和罗伯特·本肯将首

次乘“龙”飞船前往空间站。 这次发射备

受瞩目，有三大看点。

美国飞船载人重返太空

2011 年 7 月 8 日 ，美国 “亚特兰蒂

斯” 号航天飞机从肯尼迪航天中心最后

一次发射升空，这次“谢幕之旅”标志着

美国 30 年航天飞机时代的终结。

自那以后，美国不得不“仰仗”俄罗

斯飞船运送宇航员往返国际空间站。“后

航天飞机时代”，如何将本国宇航员送上

太空成为美国航天的一块“心病”。 为改

变这一尴尬局面， 美国大力发展商业载

人航天，鼓励私营企业制造出“安全、可

靠、经济”的载人飞船。 2014年，美国航天

局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波音公司签署

了总额 68亿美元的合同， 目标是尽早用

国产飞船向国际空间站运送美国宇航员。

如今，“龙”飞船即将携两名美国宇航

员从 9 年前美国航天飞机最后一次飞往

太空的地方踏上新征程。这是美国恢复载

人发射能力、摆脱对俄罗斯载人飞船依赖

的关键一步，同时也为美国航天局未来探

索月球和火星的计划打下基础。

商业载人飞船载人“首演”

去年 3 月，载人版“龙”飞船成功进

行了首次不载人试飞， 载着一个假人飞

往国际空间站。 那次任务是此次“龙”飞

船载人飞行的预演。

“龙”飞船开启了美国航天史上首次

由私营公司建造和运行的载人飞船执行

“太空的士”任务的新篇章，将美国商业

航天运输飞行和低成本空间探索向前推

进了一步。 这无疑会对全球商业载人航

天的发展起到鼓舞和激励作用。

此次载人试飞也是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成立 18 年来首次进行载人太空任务，

将全面检验“猎鹰 9”火箭、“龙”飞船和地

面系统的运行状况，以及在轨飞行、与国际

空间站对接和返回地面等各环节的细节。

如果此次任务顺利完成，“龙” 飞船

将可能“锁定”定期运送美国宇航员往返

国际空间站的“大单”。

紧急逃生装置确
保宇航员安全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多次表

示， 载人试飞计划不能承担任何不必要

的风险，确保宇航员的安全是重中之重。

与货运版 “龙” 飞船相比， 载人版

“龙 ”飞船更大 、更重 ，装有生命支持系

统。它配置的 8 台“超级天龙座”发动机，

可以为逃逸系统提供动力， 在紧急状态

下使飞船脱离火箭，供宇航员逃生。

紧急逃生测试是确保“龙”飞船能够

实现载人飞行的关键步骤。今年 1 月，载

人“龙”飞船顺利完成“飞行中发射中止

测试”，验证了火箭上升段出现紧急情况

时宇航员的逃生能力。直播画面显示，发

射 1 分 30 秒后，“猎鹰 9”火箭第一级发

动机关闭，“龙” 飞船上为逃逸系统提供

动力的 8 台“超级天龙座”发动机点火使

船箭分离； 后来， 飞船载人舱再入大气

层 ，2 个引导伞和 4 个主降落伞相继成

功打开，在大西洋上实现软着陆。

新华社记者 谭晶晶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6 日电）

美军舰为何认怂放行伊朗油轮
伊朗第二艘油轮顺利抵达委内瑞拉

当地时间 5 月 26 日，伊朗第二艘油

轮“森林”号抵达委内瑞拉。 在委军舰的

护卫下， 油轮将汽油等物资送往位于帕

拉瓜纳的炼油厂。 “森林”号在航行过程

中依然未遭遇美军此前声称的拦截。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伊朗此次共派

出 5 艘油轮， 向委内瑞拉提供 153 万桶

汽油、相应化学试剂和零部件。此前华盛

顿曾表示， 可能会干预伊朗违规向委运

送石油的航行。路透社上周报道称，美国

“正在研究可能采取的措施”， 称伊朗运

送燃料在美国和整个地区看来是 “不受

欢迎的”。

但事实则是， 尽管美军从伊朗油轮

离港开始即动用卫星进行 “严密监视”，

但并未在“财富”号和“森林”号航行的过

程中实施军事干预。 目前 5 艘油轮中的

两艘已经顺利抵达目的地， 剩余 3 艘尚

航行在大西洋上。

伊朗运油成功， 暴露了美国的封锁

并非牢不可破。早在今年 4 月初，美国就

连同巴西、 哥伦比亚在委内瑞拉周边地

区， 特别是加勒比海沿岸开展了一系列

“军事演习”，并借“禁毒”名义部署军事

力量。 然而运油事件似乎显示美军设下

的军事围堵并不能发挥实际作用。

伊朗新闻电视台 5 月 24 日报道，委

内瑞拉海军多艘军舰和战机近日在本国

海上专属经济区轮番开火击沉靶船，警

告美舰不许干扰和阻挠向委国运送汽油

及相关石油产品的伊朗油轮。 正在委内

瑞拉附近海域巡航的美军舰艇编队被迫

让开航道，对伊朗油轮亮绿灯放行。 “财

富”号随后与委内瑞拉护航军舰会合，并

很快抵达加拉加斯港开始卸货。

对于伊朗向委内瑞拉运油一事，美

军在一系列强势叫嚣后最终未出手干

预， 客观上体现了美国在执行对外封锁

时存有诸多顾虑。从影响因素来看，伊朗

油轮能顺利“过关”，既得益于委伊两个

强势反美国家产生的联合效应， 也借助

了俄罗斯等外部盟友的支持。

伊朗和委内瑞拉同为遭受美国经济

制裁的国家。 一方面，在美国的封锁下，

伊朗的石油难以出口， 委内瑞拉则因外

资炼油厂撤出闹油荒， 马杜罗空有黄金

无处花， 两国当前的合作方式恰能实现

互补。另一方面，委伊两国对美国均态度

强硬。伊朗外交部、军方和总统府先后发

出警告，称如果美军敢“侵犯”伊朗在航

行和贸易方面的权利， 美国在全世界的

利益和目标将“付出代价”。 正如伊朗媒

体所说， 德黑兰和加拉加斯协同一致的

强硬举措让华盛顿退缩了， 委内瑞拉军

舰和战机的行动， 使美国军舰意识到发

生直接冲突的风险达到危险程度， 所以

在关键时刻选择“放行”伊朗油轮。

此外，俄罗斯等外部力量的支持也

增加了美军行动的顾虑。 “今日俄罗斯”

电视台援引来自俄国防部高级官员的

消息称，俄方在伊朗油轮危机发生的这

段时间通过多种渠道向华盛顿传递信

息，称莫斯科决不会对干涉委内瑞拉事

务的行为视而不见。 委国军舰进行开火

警告的强硬举措也得到俄方的支持 。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 委内瑞拉和伊朗

初步赢得与美“第一回合”的较量，接下

来美军舰机拦截其他油轮的可能性正

在消失。

运油事件中最大的谜团还不是美军

临阵退缩， 而是石油储备超越沙特的委

内瑞拉为何出现了如此严重的油荒。

委内瑞拉的油荒， 从根源上讲与委

内瑞拉本国早年的经济结构有关。 查韦

斯时代委内瑞拉依靠原油出口获得巨额

收入，但收入中的绝大部分均用于社会性

支出， 较少投入于本国的石油加工行业。

而委内瑞拉的石油大多为提炼加工难度

较高的重油，对炼油厂依赖较高，这就使

得委自身的炼油能力始终未能突破。

在此基础上， 近年来导致委内瑞拉

油荒的直接原因，仍是美国的封锁。特朗

普上台后，为谋求在国际事务中的“突出

政绩”对委内瑞拉百般围堵。特别是在对

委实行经济封锁后， 大量外资炼油厂撤

离委内瑞拉， 导致委国内炼油能力进一

步衰退至原来的十分之一以下， 导致这

个石油大国最终要依赖石油进口。

（本报巴西利亚 5 月 27 日专电）

4际能源署预计因疫情影响

国际能源署 （IEA） 27 日发布报告

说 ， 新冠疫情将重创全球能源领域投

资， 今年相关投资支出预计比去年减少

大约 4000 亿美元， 降幅达 20%， 为历

年来最大。

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在

报告中写道 ， 今年年初对全球能源投

资的预计为增长 2%， 有望创 6 年来最

大年度增幅 。 然而 ， 疫情致使全球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按下 “暂停键 ”，

能源领域各大行业的投资支出都将减

少 ， 包括石油 、 天然气 、 煤炭和可再

生能源。

国际能源署说 ， 2020 年全球能源

投资预计略高于 1.5 万亿美元 ， 低于

2019 年的 1.9 万亿美元。 国际能源署执

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告诉英国 《金融

时报》 记者： “新冠疫情危机将导致全

球能源投资出现历年来最大降幅。 我们

从未见过如此大幅度的投资收缩。”

尽管国际原油价格近期有所反弹，

但仍低于每桶 40 美元的 “地板价 ” ，

迫使能源企业缩减资本支出 。 国际能

源署预测， 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将减少近

三分之一， 其中美国页岩油气受冲击最

严重。

比罗尔说， 尽管清洁能源行业所受

影响相对较小 ， 但相关投资支出自

2015 年以来并未明显增加 ， 而且远低

于巴黎气候协定减排目标所需的必要生

产水平。

比罗尔说， 最担心疫情引发的限制

措施会让低效、 不清洁的能源技术在财

力匮乏的新兴市场根深蒂固 ， “这将

对全球能源和气候变化产生非常严重

的影响”。

国际能源署说， 全球对大型风能和

太阳能项目的审批减少至 3 年来最低水

平， 市场和政策信号并未引导大量资本

进入清洁能源项目。 尽管新冠危机带来

矫正能源业现状的机会 ， 但同样可能

“加剧这些错配， 带世界进一步远离可

持续增长目标”。

卜晓明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案发10个月后

日本警方 27 日逮捕去年 7 月京都

动画公司工作室纵火案嫌疑人青叶

真司 。

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 ， 警

方当天上午在京都府一家医院以涉嫌纵

火、 谋杀等罪名逮捕青叶， 把他带至警

察局进一步审讯。 警方将在晚些时候发

布更多信息。

电视画面显示， 青叶由汽车送至警

察局， 他戴着口罩、 躺在担架床上， 脸

和手臂有严重烧伤痕迹。

青叶现年 42 岁， 去年 7 月 18 日在

位于京都府的京都动画公司第一工作室

蓄意纵火 ， 导致 36 人死亡 、 33 人受

伤。 日本警察厅说， 这是日本 30 年来

伤亡最惨重的纵火案。

青叶纵火时受重伤， 一直在医院治

疗 。 警方去年 7 月 20 日获取逮捕令 ，

由于他伤势严重， 未能执行逮捕。 共同

社报道， 警方原本打算今年 1 月逮捕青

叶， 但由于新冠疫情和他的身体情况，

继续推迟逮捕。

青叶去年 11 月在医院首次接受讯

问。 他对罪行供认不讳。 他作案时称，

京都动画剽窃他写的小说， 他要见这家

企业的主管。 不过， 京都动画社长八田

英明接受采访时说， 没有见过、 也没听

说过青叶， 不清楚他为什么声称京都动

画剽窃他的小说。

预计检方将在数周内对青叶提出刑

事指控。

就青叶最终被逮捕， 京都动画第一

工作室在一份声明中说， 希望他受到最

严厉的法律制裁， “我们故去的同事永

远不会回来， 我们的伤口不会愈合”。

刘江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5 月 26 日，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搭载载人版 “龙” 飞船的 “猎鹰 9? 火箭立上 39A 发射台。 新华社发

4一名非裔男子遭锁喉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6 日电 （记者

孙丁 徐剑梅） 因涉嫌在执法过程中动

作失当致一名非裔男子死亡并引发民

众抗议 ， 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

斯市警察局 26 日宣布将 4 名涉事警察

解职。

根据日前社交媒体上的视频， 该非

裔男子名叫弗洛伊德， 被逮捕时被 3 名

警察按在地上， 其中一名白人警察用膝

盖顶住他的脖子， 另外 1 名警察站在一

边， 弗洛伊德神情痛苦、 声音嘶哑， 一

直在说自己无法呼吸 ， 随后疑似陷入

昏迷。

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 25 日通报

说， 当天晚上， 警察接到关于一起造假

案的报告， 随后赶往现场， 将嫌疑人控

制后注意到其身体痛苦， 随后呼叫救护

车， 嫌疑人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逮

捕过程中， 无人使用任何武器， 警察没

有受伤。

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雅各布·弗雷

26 日说， 警察逮捕弗洛伊德的动作是

不被允许的， 没有任何理由用膝盖对一

个人的脖子施加如此大的压力。

弗洛伊德家人聘请的律师本杰明·

克伦普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警察行为

属于滥用武力 、 执法行为过度且不

人道 。

26 日 ， 明尼阿波利斯市大批民众

走上街头抗议， 不少人举着印有 “黑人

的命也是命” 等字样的标语牌， 要求为

弗洛伊德伸张正义。

据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透露， 美

国联邦调查局将参与事件调查。 当地法

医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尚不确定弗洛伊

德的死因， 各级执法机构正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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