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AAA级企业 中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受委托，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10:30在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号（上
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2号厅举办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内为保证金，单位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百曲村 52/3丘土地

使用权，土地使用面积 9324O，土地用途：住宅，
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 土地使用期限：2001年
7月 26日至 2066年 2月 27日止。 【1300】

二、注意事项（详见《拍卖特别规定》）
1、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咨询电话：（021）

62668899，咨询时间：2020年 9月 16日—2020

年 9月 27日（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竞买人应

在 2020年 9月 27日（周日）15时前凭有效证
照至上海市黄浦路 99号 22楼办理登记手续，
并交付【 】中的拍卖保证金。 以票据支付的保
证金须于登记前到达本公司账户。

3、保证金汇入账户：户名：上海长城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441659230025，开户行：中国
银行上海市北外滩支行

4、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到
拍卖现场参加竞拍。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或未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路 99号（上海滩国际大厦）22楼 电话:（021）62668899

根据宁波峰湖安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溪县万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签署
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峰湖安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
享有的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金溪
县万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现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义
务人，向金溪县万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注：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6年 5月 31日的本金余额，债务人和担保人应予偿
还的利息余额?保理合同、保证合同及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宁波峰湖安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溪县万绪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 9月 16日

宁波峰湖安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溪县万绪
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 债权本金（元）

1
上海闵熙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曹县盛泰置业有限公司、林熙、肖
丽云、徐从德 91,422,448.16

上海长城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AAA级企业 中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受委托，本公司于 2020年 9月 28日（星期一）上午 11:00在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号（上
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2号厅举办拍卖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内为保证金，单位万元）
1、商标-碧修堂 (注册号14414549，类别21）。
2、商标-碧修堂（注册号7916367，类别3）。
3、商标-碧修堂（注册号7887924，类别3）。
上述标的合并拍卖【0.1】
二、注意事项（详见《拍卖特别规定》）
1、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咨询电话：（021）

62668899，咨询时间：2020年 9月 16日—2020

年 9月 27日（节假日除外）。
2、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竞买人应

在 2020年 9月 27日（周日）15时前凭有效证
照至上海市黄浦路 99号 22楼办理登记手续，
并交付【 】中的拍卖保证金。 以票据支付的保
证金须于登记前到达本公司账户。

3、保证金汇入账户：户名：上海长城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441659230025，开户行：中国
银行上海市北外滩支行。

4、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到
拍卖现场参加竞拍。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或未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司地址:上海市黄浦路 99号（上海滩国际大厦）22楼 电话:（021）62668899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与胡文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
于 2020年 9月 10日依法转让给胡文静。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特此将下
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担保
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作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胡文静作
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胡文静履行相
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因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2020/6/11）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胡文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 02138852073

2.胡文静 13167033115

附件：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木支行
与胡文静抵押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义务人
名称

抵押贷款
合同编号 贷款本金余额 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他费用

周莉 深发沪金房贷字
第 200309029号 992,772.88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2）浦民
六（商）初字第 5712号确定的方式计算

日本朝野政党新人事布局敲定
备战随时可能出现的众院选举

15日， 刚刚当选自民党新总裁的

菅义伟任命了干事长等自民党四大要

职，菅义伟体制正式启航。

同一天， 刚刚完成合并的日本第

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举行了成立大

会， 原国民民主党不愿合并入新党的

15名议员也举行了新的国民民主党成

立大会。

至此， 日本政坛的新一轮重组调

整结束， 各方都在致力于备战随时可

能到来的众院选举。

自民党人事布局注
重派系平衡

15日下午， 自民党召开临时总务

会议通过了党内四大要职的人事安

排。这四大要职的人事分配分别是：二

阶俊博（二阶派）留任干事长，起用前

总务大臣佐藤勉（麻生派）担任总务会

长、前选举对策委员长下村博文（细田

派） 担任政务调查会长， 由山口泰明

（竹下派）接替下村担任选举对策委员

长。对于这一党内人事安排，菅义伟在

会见记者时明确表示， 相关方案已经

征得了安倍的同意。

同日下午， 菅义伟与执政联盟的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举行党首会

谈，并签署建立联合政府的协议文件。

这也是为16日临时国会首相指名选举

完成后，顺利组阁所作的安排。

目前新内阁人事安排正在紧张进

行中， 据日本媒体已经爆出的消息显

示，即将露面的菅义伟新内阁中，副总

理兼账务大臣麻生太郎、 外务大臣茂

木敏充、经济产业大臣捤山弘志、经济

再生大臣西村康稔、 环境大臣小泉进

次郎、 奥运大臣桥本圣子和国土交通

大臣赤羽一嘉 （公明党） 等人继续留

任。 新官房长官将由现厚生劳动大臣加

藤胜信出任。

引人注目的是， 安倍晋三的弟弟岸

信夫将出任防卫大臣、 河野太郎将转任

行政改革大臣、 小此木八郎将出任国家

公安委员长、 前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

将出任农林水产大臣、 平井卓也将出任

新设立的数字厅长官等。

有分析认为， 菅义伟此次调整自民

党内人事安排， 明显带有派系平衡的特

点，支持其竞选总裁的5大派系均得到照

顾，也起用了曾支持自己的无党派人士；

同时也体现了安倍的意愿。其中，从菅义

伟今后的稳定执政目标来看， 二阶俊博

政治经验丰富、党内外人脉很广，留任干

事长符合菅义伟对未来掌控党内事务的

需要。在新内阁的组阁过程中，也体现了

菅义伟对派系平衡的把握以及启用与自

己关系密切议员的考虑。

菅义伟在15日表示，“自己的使命是

在防止新冠疫情扩大的同时， 推动社会

经济活动复苏，尽快让国民恢复安心、安

全的生活”。他希望打造一个为民服务的

新内阁，获得国民信赖，渡过这场危机。

最大在野党重组成立

由日本立宪民主党以及国民民主党

的部分成员和其他一些无党派议员重组

结成的新立宪民主党15日举行成立大会，

这标志着日本新的最大在野党正式成立。

新党沿用立宪民主党的党名， 拥有

国会议员150人，其中众议员107人、参议

员43人。 该党当天在建党大会上通过了

党纲和党章， 表明将作为菅义伟政权的

对抗势力迎接下届众议院选举。

原立宪民主党党首枝野幸男此前

已被推选为新党的首任党首。 他15日

宣布了新党高层人事安排， 原立宪民

主党干事长福山哲郎担任新党干事

长，新党合并功臣、原国民民主党干事

长平野博文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

同日， 原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

一郎等拒绝参加新在野党的15名国会

议员成立了新的国民民主党。

现任日本国会众院议员将于明年

10月任期届满。 尽管菅义伟一再强调

在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不举

行众院选举， 但何时解散众院的决定

权即将转入菅义伟手中。因此，日本在

野势力加速重组的目的就是强化阵营

力量和布局， 随时应对可能到来的众

院选举。 （本报东京9月15日专电）

9?15?，

在东京， 被推

选为新在野党

首任党首的枝

野幸男（左二）

在建党大会上

与其他党员举

臂庆祝。

新华社发

■本报驻东京记者 刘洪亮

■本报记者 刘 畅

一致同意推动中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外交部发言人谈中德欧领导人视频会晤成果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记者温馨）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日就中德欧领导

人视频会晤成果答记者问。

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说，9月

14日晚， 习近平主席同欧盟轮值主席国

德国总理默克尔、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

了视频会晤。 这是年内中欧之间最高层

级的一次重要会晤， 也是在百年变局和

世纪疫情交织的背景下， 中欧之间一次

重要的战略沟通。会晤期间，中德欧领导

人就中欧关系以及双方在经贸、绿色、数

字、抗疫等领域对话合作深入交换看法，

为下阶段中欧关系规划方向， 确定重点

领域，一致同意加强沟通协调合作，确保

今后中欧之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议程取得

成功，深化互信，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中

欧关系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欧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和平共处、

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对话

协商，欧方领导人对此予以积极回应。

汪文斌说， 这次会晤取得一系列重

要成果。一是中欧双方正式签署《中欧地

理标志协定》，充分体现中欧双方坚持自

由和开放贸易、 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的承诺， 将为中欧经贸合作

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二是确认中欧投资

协定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重申年内完成

谈判的政治决心， 为下阶段谈判提供战

略指引，共同释放坚定信心和积极信号；

三是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

和数字领域高层对话， 打造中欧绿色合

作伙伴、数字合作伙伴关系，释放中欧携

手应对气候变化、 共同推进数字合作的

积极信号；四是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加

强全球抗疫合作，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

苏，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推动政治

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汪文斌说，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等不同，中欧在一些问题上存在

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不会也不应该影

响中欧对话合作。双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

互尊重的精神，加强沟通，增进客观了解

和认知，聚同化异，建设性管控分歧，坚持

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把握好中欧

关系的主导面和互利共赢的主基调。

汪文斌说，下一阶段，中方将落实好

此次会晤重要共识和成果， 在坚持和平

共处、开放合作、多边主义、对话协商的

基础上， 继续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恢复经济、维护正义注入更多正能量。

俄白举行联合战术演习
塞尔维亚因欧盟施压被迫放弃参训计划

新华社明斯克9月15日电 （记者魏
忠杰 李佳）白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消

息说， 俄罗斯武装力量第76近卫空降突

击师的相关分队已经抵达白境内的布列

斯特训练场，参加9月中下旬举行的“斯

拉夫兄弟情2020”俄白联合战术演习。

白国防部说， 代表白方参加演习的

是白武装力量特战部队第38?立空降突

击旅，两国共有1500名军人和150多件空

中及地面军事装备参加演习。 俄方参演

部队在演习结束后将返回俄罗斯。

据介绍，演习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两国部队将进行合练， 第二阶段

参演部队将进行实兵演练。演习过程中，

两国军人将执行联合反恐行动， 并就如

何组织和实施反恐特别行动交流经验

等。 此次演习的特点是在夜间条件下完

成行军、实降、强渡水障和实弹射击等战

斗训练任务。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消息，“斯

拉夫兄弟情2020” 联合军演于14日到25

日进行。俄方参加演习的约有300名军人

和70件作战及特种装备， 相关人员及装

备通过铁路抵达白境内。

自2015年以来，白俄罗斯、俄罗斯和

塞尔维亚每年轮流主办“斯拉夫兄弟情”

联合军演。本月9日，塞尔维亚国防部长

武林宣布，欧盟向塞尔维亚施加“巨大且

不合理”的压力，并以塞尔维亚未来在欧

洲的发展和民众生活相威胁， 迫使军事

中立国塞尔维亚放弃原定与俄罗斯、白

俄罗斯共同举行的军演。

国际 公告 ｗww．whb．ｃｎ

２０20 年 9 月 16 日 星期三8 ?辑/?钦韩

已向美国财政部提交解决方案
就维护在美正当权益，TikTok发表声明称

新华社洛杉矶9月14日电 （记者黄
恒）TikTok14日发表声明说，该公司已将

一份方案提交给美国政府。 美国甲骨文

公司当天表示已与TikTok母公司字节跳

动达成协议，成为其“可信技术提供商”，

但该协议仍需美国政府批准。

TikTok在声明中说 ： “可以确认 ，

已向美国财政部递交了一份方案 ， 相

信这一方案可以解决美国政府的安全

顾虑， 这一方案能帮助TikTok继续支持

在美国拥有一亿用户的平台的运行 ，

用户喜欢在这一平台上建立联系和娱

乐 ， 与此同时 ， 还有数十万小企业和

创作者依靠TikTok谋生并拓展有意义的

事业。”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14日早些时候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财政部已接到这一

方案， 甲骨文公司作为TikTok可信的技

术伙伴，代表美方解决国家安全问题。

目前各方尚未披露方案细节。 但据

记者了解，方案若获批准，甲骨文公司将

为 TikTok提供云服务 ， 此举不涉及

TikTok的出售， 也不涉及TikTok的核心

技术转让。

8月6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

令， 称将在45天后禁止任何美国个人或

实体与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

任何交易。 当月14日， 特朗普再签行政

令， 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TikTok

在美国运营的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就此回应说，

美方应停止无理打压包括中国企业在内

的别国企业， 中方同时保留采取必要措

施维护中方企业正当权益的权利。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出院
2日确诊感染新冠，感叹自己克服“最危险挑战”

因感染新冠病毒入院治疗的意大利

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14日出院，

感叹自己克服了“这辈子最危险的挑战”。

贝卢斯科尼当天戴口罩走出米兰一

家医院，发表讲话时摘下口罩，与他人保

持一定距离，不时面露笑容。他告诉媒体

记者，他再一次“骗过了死亡”。

贝卢斯科尼现年83岁，2日确诊感染

新冠病毒，4日进入米兰圣拉法埃莱医院

治疗。 他的私人医生阿尔韦托·赞格里洛

上周说，贝卢斯科尼的肺部感染情况非常

严重，如果是在意大利疫情较为严重的三

月或四月，他“很可能会死亡”；不过，医生

们已经从疫情应对中积累大量经验，而且

医院现在配备了更好的医疗设备。

意大利是欧洲较早暴发新冠疫情、

也是初期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 随着政

府采取一系列严格的防疫措施， 意大利

疫情4月以后逐步得到控制。

多家媒体报道， 贝卢斯科尼可能在

意大利撒丁岛度假时感染病毒。 他14日

再次呼吁 “每个人都要尽最大的责任”，

因为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感染其他人的

风险”。

贝卢斯科尼的健康状况近年频亮红

灯，均有惊无险。他上世纪90年代末罹患

前列腺癌，成功康复；2016年，他接受开

胸心脏手术，住院将近1个月；去年又因

小肠疝和肠梗阻接受手术治疗。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统俄党大胜赢得议会选举“前哨战”

俄罗斯“统一投票日”结束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统一投票日”13

日结束。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 （简称

“中选委”）14日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 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 （简称 “统俄

党”）在今年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其候选

人几乎囊括了所有关键职位。

明年俄罗斯将迎来5年一度的国家

杜马（议会下院）选举，有分析认为，今年

的“统一投票日”打响了国家杜马选举的

“前哨战”， 而统俄党大胜也奠定了该党

在未来国家杜马中的地位。

三大因素促统俄党大胜

9月13日为俄罗斯一年一度的“统一

投票日”，即选举日。据俄新社报道，今年

的“统一投票日”共举行9000多场不同级

别的选举， 覆盖全俄85个联邦主体中的

83个，关键职位包括补选产生4名国家杜

马议员， 以及直选产生18名联邦主体行

政长官。

据悉，为保障民众健康，今年选民可

在11日和12日提前投票。当地时间11日8

时，勘察加边疆区率先开放投票站。

目前计票结果尚未全部出炉， 但据

初步结果和出口民调， 统俄党及其支持

的候选人赢得了几乎全部关键职位，俄

中选委对这一信息也予以确认。 统俄党

党主席、 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

韦杰夫早前发表贺词， 认为选举证明了

执政党的领先地位。

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副教授官晓萌

表示， 从选情来看， 统俄党大胜毋庸置

疑。更值得关注的是，统俄党还撬动了俄

罗斯自由民主党和俄罗斯共产党保持传

统优势的地盘， 如在伊尔库茨克州的州

长竞选中，统俄党支持的候选人伊戈尔·

科布泽夫获得了超六成的选票， 拿下这

一职位。

“这是一次全方位的胜利。”在官晓

萌看来 ， 统俄党的大胜有迹可循 ，“自

2017年以来， 统俄党新任命的代理长官

参加地方选举的比例明显增加， 这种选

前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也是联邦决策层在

地方层面的战略布局”。

除了选前的人事调动， 在选举制度

的设计层面上， 统俄党获得了足够强大

的制度保障。“体制外反对派因为各种各

样的原因难以进入选举系统， 而体制内

反对派也很难推出未经中央核准的候选

人。”官晓萌说，“严格的准入机制在制度

层面保证了统俄党的优势”。

此外， 近年俄罗斯联邦决策层培养

了一大批年轻的技术官僚， 比如许多新

任命的代理州长均参加了俄罗斯联邦总

统国民经济与国家行政学院的州长培训

课程。 许多大选前任命的代理州长都是

统俄党成员或得到统俄党支持。 这批新

面孔也为统俄党输送了新鲜的血液。

影响国家杜马选举的不
确定因素仍在

2021年，俄罗斯将迎来5年一度的国

家杜马选举， 这次选举被视为2024年总

统选举前的最重要的一场选举。 今年的

国家杜马议员补选和地方选举则被看做

是国家杜马选举的“前哨战”。

官晓萌认为，2017年底统俄党开始

在地方进行人事布局， 经历了今年的修

宪后， 俄罗斯在联邦层面和地方层面的

联动越来越强， 这种联动的指向也很明

显， 即保证统俄党在明年国家杜马选举

中的绝对优势， 进而为2024年的大选保

驾护航。

俄罗斯政治分析中心R.Politik负责

人塔季杨娜·斯塔诺瓦娅在接受法新社

采访时称， 今年的选举结果也将帮助克

里姆林宫决定是否对统俄党进行改革，

以及如何改革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国家层

面的选举。

不过官晓萌也表示， 今年的选举结

果对克宫而言确是一个分析样本， 但这

个样本还不够全面。“原因在于近年地方

选举的投票率都很低， 本来这是一个观

察各地政治生态的很好的窗口， 但低投

票率甚至让决策者也很难更好地触摸民

意， 这将成为影响未来政治稳定性的一

个潜在因素”。

此外， 还有一些非制度性因素也会

影响未来地方政治生态。“比如纳瓦利内

‘中毒’事件的发生与地方选举时间非常

接近，这肯定会影响选民的心理。”官晓

萌说，“此外，复杂的政商关系、地方权力

部门之间的相互牵制等也会成为影响政

治稳定的不确定因素。”

9?14?，

在米兰， 意前

总理贝卢斯科

尼 （左） 走出

医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