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及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收购的不良债权进行处置。 我分公司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公开询价等方式进行公开处置，予以公
告说明。 上述不良债权基本情况如下【本公告清单列示贷款本金余额为截至基准日余额，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人）应支付给
华融公司的利息、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其他相关合同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
一、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让的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基准日 2020年 4月 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二、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受让的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基准日 2020年 3月 2日 单位：人民币元

三、从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受让的债权基本情况如下。 基准日 2020年 6月 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分布区域：债务人位于上海、山东、安徽、浙江及天津
处置方式：拟采取公开竞价、公开询价等公开处置方式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按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应为主体适格的企业、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管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参与

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关联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等不得参与竞买。
公告有效期限为自本公告刊登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告有效期内我分公司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与咨询。
联系人：沈先生、杨女士 021-63899924、021-6389994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63892630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 15号 10楼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0年 7月 15日

序号借款人名称保证方式 担保情况 抵质押情况 债权金额（折人民币）

1

上海易家丽
家居市场经
营管理有限
公司

抵押 、质
押及保证

上海融松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同福易
家丽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上海同福易
家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陈萍、陆爱华

抵押物为上海易家丽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奉贤大叶公
路 6818号 1、5幢工业厂房、 上海融松置业有限公司名下奉贤大叶公路
6818号 1、3、4、5、6、13幢工业厂房及上海同福易家丽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名下奉贤大叶公路 6818号 2、3、4、7、8、9、10、11、12、14幢工业厂房，
抵押物面积合计 152,404.15㎡，对应土地面积 199,690.00㎡。质押物为上
海易家丽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上海融松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同福易家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上海易家丽
家居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融松置业有限公司、上海同福易家丽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各自持有的大叶公路 6818号收取的全部收入 （包
括但不限于租金、经营管理费）。

本金 269,850,972.61元及
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
阜阳市伟丰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保证 李伟

本金 1,388,382.19元及相
应利息、逾期利息、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3
义乌市广邦
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保证 洪进锋

本金 2,254,652.14元及相
应利息、逾期利息、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

序号借款人名称保证方式 担保情况 抵质押情况 债权金额（折人民币）

1
天津物产集
团有限公司保证

本金 99,524,433.38 元及
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
天津浩安矿
产有限公司

抵押 、 质
押及保证

天津物产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长春颐高华联
商厦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长春颐高华联商厦有限公司所有的长春市南关区大
经路 768号商业物业，面积 35,986.4㎡。 质押物为长春颐高华
联商厦有限公司所持有的长春市南关区大经路 768号面积
35,986.4㎡商业物业的全部保险权益、销售收入、租金收入、物
业管理费收入、 其他权益合同项下收入或应收收益或应收款
项质押。

本金 226,550,040.49元及
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3
天津物产进
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抵押及保
证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
司、俊安新榕（北京）资
金管理有限公司

抵押物为俊安新榕（北京）资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北京市朝
阳区东大桥路 8号院，面积 940.42㎡。

本金 210,738,510.09元及
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序号借款人名称保证方式 担保情况 抵质押情况 债权金额（折人民币）

1
远成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

抵押 、质
押及保证

远成集团有限公司、远成快运（上海）有
限公司、 远成集团重庆物流有限公司、
黄远成

抵押物 1为潍坊远成国际智慧物流城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东风西街以北、 长胜路
以西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使用权面
积 44188㎡； 抵押物 2为远成集团成都
世阳物流有限公司以其名下位于青白江
区鸿泰大道以东、 香岛大道以南的土地
使用权，使用权面积 37851.88㎡、位于青
白江区城厢镇鸿泰大道 189号 3栋-1
层，建筑面积：2793.4㎡、青白江区城厢镇
鸿泰大道 189号 3栋 1-12层， 建筑面
积：30449.82㎡、青白江区城厢镇鸿泰大
道 189 号 1 栋 1 层房产， 建筑面积
7898.26㎡、 青白江区城厢镇鸿泰大道
189号 2栋 1层房产，建筑面积 4496.94
㎡。 质押物 1为远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的远程快运 （上海） 有限公司股权
25500万股； 质押物 2为黄远成持有的
远成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5%股权份额。

本金 459,895,481.36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

上海榕宏金
属材料有限
公司

抵押及保
证

施家亮、陈雪云、林学梅、上海常洪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施玉梅、施家豪、林增娇

施家豪名下位于汶水东路 298 弄 1-
18号车库地下 1层车位 55，建筑面积
30.57㎡

本金 8,0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海榕宏金
属材料有限
公司

保证 施家亮、陈雪云、林学梅
本金 14,845,472.03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3

上海稼扬实
业有限公司

抵押及保
证

上海逸平实业有限公司、刘刚、倪铭、黄
加兵

刘玉清、 谭秀红名下位于上海市虹口
区凉城路 210弄 1号 1101室的房产，
建筑面积为 94.06㎡

本金 30,705,542.81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海稼扬实
业有限公司保证

施鸣、周华瑞、第一钢市市场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朝朝翔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刘刚、倪铭、黄加兵

本金 14,914,795.86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
上海志驰贸
易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稼扬实业有限公司、杨杰、刘玉清、
谭秀红、刘刚

本金 7,988,600.83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5
上海鼎企商
贸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纳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俞仁梅、
林钦华

本金 16,359,169.89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6
上海广和工
贸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铸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郑辉、侯
书雅、郑长地、刘秀清、郑长志、黄美华、
郑雄家、郑梅、上海慧升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

本金 9,302,184.37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7
上海点石成
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

保证 肖海春、卓建兰、肖青平、李美姜、苏斌、
陈晓蓉

本金 18,746,249.45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8
上海慧升金
属材料有限
公司

保证 上海广和工贸有限公司、吴剑洪、王玮
怡、上海丰润酒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金 1,463,982.06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9
上海圣辰物
资有限公司保证

陈晓蓉、苏斌、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 上海九龙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上
海航向钢铁有限公司、上海共恒实业有
限公司、上海广钢实业有限公司

本金 7,199,113.08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0
上海青隆贸
易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竹奇钢铁有限公司、肖家守、朱莉
丽、汤晓曦、郑桂兰、郑克用、郑超、凌司
舟

本金 14,494,659.36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1

上海深强建
材有限公司保证

建新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肖传金、徐
丽珍、肖家守、朱莉丽

本金 7,000,000.00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海深强建
材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金欧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福建新日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亚业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肖传金、徐丽珍、刘官铜、郑
雅娟、肖家守、朱莉丽

本金 817,401.73元及相应利息、逾
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2

上海鑫靓物
资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神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郑起文、
杨晓云

本金 2,658,293.85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海鑫靓物
资有限公司保证

郑起文、杨晓云、陈树华、李树根、李孙
平

本金 140,395.93元及相应利息、逾
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3
上海易展工
贸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神陆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叶君恒、
肖妙祥

本金 786,522.28元及相应利息、逾
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4
上海齐展实
业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东来钢铁有限公司、上海超康钢铁
有限公司、 上海国科钢铁有限公司、上
海誉闽钢铁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银广企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克兰、王旭

本金 2,365,261.53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5
上海凌矿物资
有限公司 保证 福建新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鸣洲商贸有限

公司、孙建斌、郑巧儿、郑如锋、肖春燕

本金 6,455,245.22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6
上海共恒实业
有限公司 保证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九龙建材贸易
有限公司、上海航向钢铁有限公司、上海圣辰物
资有限公司、上海广钢实业有限公司、汤跃峰

本金 5,199,352.35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7
上海坤广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保证

上海炜灿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陈姿蓉、顾轶峰、黄
斌、黄爱珍、张建辉、黄华花

本金 8,383,134.4 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8
上海晨盼钢材
有限公司 保证 上海逢源钢铁有限公司、周光声、周光明、周斌

妹、周伦祥、肖家守

本金 9,491,774.74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19
上海鸣洲商贸
有限公司 保证 福建新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凌矿物资有限

公司、孙建斌、郑如锋、肖凤月、张木进

本金 8,168,283.00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0
上海秦商混凝
土有限公司 保证 江苏云通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王雪洪、马秋

云

本金 24,692,047.45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1
上海益存贸易
有限公司 保证 上海田朴实业有限公司、林荣灿、吴煌钰、郑细

洪、谢青香

本金 26,697,610.50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上海益存贸易
有限公司 保证

上海田朴实业有限公司、林荣灿、吴煌钰、郑细
洪、谢青香、上海敬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谢忠
琴、林春娇

本金 0元及相应利息、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实现
债权的费用

22
济南东岳风顺
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保证 曹海波、曹辉法、孙郁、孙刚
本金 701,356.52 元及相应利息、
逾期利息、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23
中顺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东普汽车工业（上海）有限公司；中顺汽车控股有
限公司

本金 32,535,175.38 元及相应利
息、逾期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国际 公告

外交部发言人对美涉南海声明作出回应
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伍

岳 ）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4 日表示 ，

美方近期发表的涉南海声明罔顾南海问

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 蓄意挑动领

土海洋争端， 中方对美方的错误行径表

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停止

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 13 日

发表声明称， 中国在南海许多主张没有

国际法依据， 美方敦促相关国家反对中

国的海洋权利主张， 南海仲裁案裁决对

中菲均有法律约束力。

赵立坚在 14 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美方声明罔顾

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 违背

美国政府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

公开承诺， 违反和歪曲国际法， 蓄意挑

动领土海洋争端，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美方在声明中称中国于 2009 年

才正式宣布南海断续线， 这完全不符合

事实。” 赵立坚说，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

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中

国对南海有关岛礁和相关海域行使有效

管辖已达上千年。

“早在 1948 年， 中国政府就正式

公布了南海断续线， 在很长时间里没有

受到任何国家质疑。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

主权和海洋权益有充分历史和法理依

据， 符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

赵立坚表示， 中方从来不谋求在南

海建立 “海洋帝国”， 始终平等对待南

海周边国家， 在维护南海主权和权益方

面始终保持着最大克制。 与此相反， 美

国拒绝加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

国际上频频 “毁约退群”， 对国际法合

则用、 不合则弃， 频繁派遣大规模先进

军舰军机在南海大搞军事化， 推行强权

逻辑和霸道做法， 美国才是本地区和平

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国际社会

看得十分清楚。

他说， 中方在南海仲裁案及其所谓

裁决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坚定

的。 仲裁庭违背 “国家同意” 原则越权

审理， 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有明显

错误， 很多国家都提出质疑。 美方借炒

作仲裁案来服务自身政治目的， 是对国

际海洋法的滥用， 中方绝不接受。

赵立坚说 ， 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

2002 年达成的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中国始终致力于同直接相关的主权国家

通过谈判磋商解决有关领土和管辖权争

议， 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

平稳定。 当前，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

努力下， 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中国和东

盟各国不仅遵守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而且正在加紧商谈更有约束力的 “南海

行为准则”，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

航行自由， 相关磋商取得积极进展。 中

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在防疫抗疫合作中进

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他表示， 美国作为域外国家， 出于

一己私利， 唯恐南海不乱， 千方百计在

南海挑动是非， 兴风作浪， 离间地区国

家同中国的关系， 干扰破坏中国与东盟

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 “美方

声明还刻意歪曲出席 2010 年东盟地区

论坛外长会中国代表发言。 事实是， 中

国代表在会上表示， 中方始终主张国家

不分大小一律平等， 有关争议的解决应

根据是非曲直， 由直接当事方通过谈判

磋商和平解决。 美方挑拨离间的图谋绝

不会得逞。”

“我们对美方的错误行径表示强烈

不满、 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

问题上制造事端， 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

走越远。 中方将继续坚定依法维护自己

的主权和安全， 坚定维护与地区国家的

友好合作关系， 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

定。” 赵立坚说。

G为英国公司发言人表示

新华社伦敦 7 月 14 日电 （记者张
代蕾 张家伟） 华为英国公司发言人 14

日说， 英国政府当天公布了有关本地运

营商在 2027 年前必须从 5G 网络中彻

底移除华为设备的决定， 这一 “令人失

望”的决定将有损英国的数字化发展。

华为英国公司在提供给新华社的一

份声明中说，英国政府这一决定对英国所

有手机用户来说都是“坏消息”， 这可能

会让英国进入数字化发展的 “慢车道”，

增加消费者的开支并加深数字鸿沟。

英国数字化、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

奥利弗·道登当天在英国议会下院宣布

了这项政府决定。他说，鉴于美国针对华

为实施制裁带来的影响， 英国将要求本

地运营商在 2027 年前从 5G 网络中彻

底移除华为设备。此外，今年 12 月 31 日

以后， 政府还会禁止运营商从华为采购

任何新的 5G 设备。 道登说，5G 将为英

国带来变革， 但前提是确保相关基础设

施的韧性和安全性。

华为英国公司发言人埃德·布鲁斯

特在声明中说：“美国对华为的新限制措

施不会影响我们为英国提供产品的韧性

和安全性，我们对此有信心。 ”

“遗憾的是，我们在英国的未来已被

政治化，这与美国的贸易政策有关，而不

是安全问题。”声明说，“过去 20 年来，华

为致力于在英国建设更好的网络连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我们将一如既

往地为客户提供支持。 ”

电信运营商沃达丰英国公司的一

名高管 9 日接受英国议会下院一个委

员会提问时说，“过度激进地”去改变有

关华为公司的政策可能有损英国的经

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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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伍岳）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4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 中方决定对美国近期售台武器

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

制裁。

有记者问：据报道，7月9日，美国国

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表声明称， 美国

务院已批准向台提供 “爱国者-3”导弹

重新认证，总价值6.2亿美元 ，主要承包

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赵立坚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

武器， 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售台武

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对中美关系和

台海和平稳定造成进一步损害。

他表示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 ，中方

决定采取必要措施 ， 对此次军售案的

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

制裁 。

美17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共同提起诉讼
寻求阻止留学生签证新规生效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13 日电 （记

者徐剑梅 邓仙来） 美国 17 个州和首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13 日共同向位于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

起诉讼， 寻求阻止美国政府发布的留学

生签证新规生效。

在诉状中 ， 17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检察长把美国国土安全部及其下属入境

和海关执法局列为被告， 指责美国政府

采取 “残酷、 突兀和非法行动， 在疫情

中驱逐国际学生”。

牵头提起共同诉讼的马萨诸塞州检

察长莫拉·希利发表声明说： “这一规

定缺乏常识， 迫使学校在保持国际学生

入学与保护校园健康安全之间做出选

择， 而特朗普政府甚至没有试图解释其

根据。” 声明说， 留学生签证新规不仅

伤害国际学生及其家庭， 也将对他们所

在州的公共卫生和经济状况 “造成不可

弥补的损害”。

新泽西州检察长格比尔·格雷瓦尔

发表声明说， 留学生签证新规 “利用国

际学生和他们支付的学费作为杠杆， 迫

使高校在做好准备之前就开始面对面授

课， 将所有学生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美国媒体援引诉讼文件报道说， 发

起共同诉讼的 17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共

有 1124 所学院和大学， 2019 年招收约

37.33 万名国际学生。 耶鲁大学、 西北

大学、 芝加哥大学等约 40 所美国高校

提交了支持这起共同诉讼的声明。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8日率先

提起诉讼，请求联邦法院叫停签证新规。

此外， 加利福尼亚州检察长在当地联邦

地区法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华盛

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也分别起

诉联邦政府，要求阻止新规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美国国

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海关执法局日前宣

布 ， 2020 年秋季学期的国际学生如果

仅上网课， 将无法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

当前签证。 多国人士对此表示， 这一无

视学生安全的新规是不公正和不明智的

决定， 不仅会损害美国国内教育行业，

也将给国际学生带来严重冲击， 给国际

教育和应有的学术交流带来不确定性。

埃及泽韦尔科技城助理研究员萨拉

赫·阿卜杜勒-卡里姆认为 ， 美国政府

出台的这一规定是基于政治目的， 将无

法保证教育公平， 不仅损害美国国内教

育行业， 也将给国际教育和应有的学术

交流带来不确定性。

据韩国媒体报道， 众多在美留学的

韩国学生认为， 美国政府将国际学生作

为该国重启经济的牺牲品，实在“荒唐到

无话可说”。 韩国外交部近日表示，将就

美国政府这一规定与美方协商， 以期尽

量减少规定给韩国公民造成的不便。

据新加坡媒体报道， 在美留学的新

加坡学生表示， 大部分学生在新冠疫情

暴发时就已经离开美国， 美国政府出台

的规定让学生和校方都措手不及， 学生

们的学习计划受到严重影响， 目前他们

正在等待校方确认接下来的计划。

见习编辑/沈钦韩

”今已导致75人死亡、14人失踪

新华社东京 7 月 14 日电 （记者姜
俏梅） 受活跃的梅雨锋面影响， 7 月初

以来日本九州地区及长野、 岐阜两县大

范围地区持续遭遇暴雨天气， 截至目前

已导致 75 人死亡、 14 人失踪。 日本政

府 14 日在内阁会议上将这场暴雨认定

为 “特定紧急灾害”。

日本政府当天还决定支出 2020 年

度预算中的预备费用 22 亿日元， 以减

轻灾民负担、 推动灾区重建。

日本政府认定 “特定紧急灾害” 时

通常会根据死亡及失踪人数、 住宅受损

等情况进行综合判断。 认定 “特定紧急

灾害” 后， 政府部门会采取一些特别措

施， 以帮助灾区居民渡过难关。

以九州地区为中心的强降雨截至

14 日已持续 12 天 。 据日本气象厅消

息 ， 包括九州在内的多个地区 3 日至

14 日总降水量超过 1000 毫米。

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统计显示 ， 截

至 14 日上午 ， 暴雨给 35 个道府县农

林水产业造成的经济损失达 191 亿日

元 。 另据总务省消防厅消息 ， 截至目

前， 日本 24 个县 14842 处房屋因暴雨

受损。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 14 日 14

个县 106 条河流泛滥 ， 29 个府县 378

处出现塌方等灾害。 气象厅预告说， 日

本东部地区暴雨恐将持续到 15 日， 因

此呼吁该地区居民提高警惕。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施压各州重启校园。 7月7日， 一名男子走在空荡荡的乔

治敦大学校园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