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 2014年 6月从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收购的上海沃润工贸有限公司等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拟
转让债权详细情况见下表： （单位：元）

处置方式：整体打包转让或分户组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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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本表债权基准日为 2020年 12月 31日， 请投资者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
与我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以了解单个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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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乔先生 联系电话：021-68869184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333号 11层
邮政编码：20012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封先生 联系电话：021-68869029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1年 1月 1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债务人名称 债权余额 利息余额 担保人名称

1
上海展恒钢铁
有限公司

7,955,800.00 142,017.70 汤序东、郑住强、汤巧花

2
上海拓本实业
有限公司

3,425,663.79 144,690.14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李孙

茂、陈桂华

3
上海超坤实业
有限公司

2,072,760.75 55,453.47
上海泰和信翔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许陈

梅、林火平、周春康、傅月梅

4

上海超日太阳
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76,230,188.1514,545,823.11
倪开禄、钟雪贤

5
上海沃润工贸
有限公司

3,332,080.00 263,154.46 吴俊洲

6
上海惠纯服饰
有限公司

12,953,900.00
1,307,813.13 林德群、陈小春

7
上海绿田箱包
有限公司

89,548.00 767,792.10 盛雪峰、李叶新

8

上海异彩采蝶
轩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19,189.32 125.90

李雪晶、上海万裕影城有限公司、上海万
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异彩采蝶轩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90%的股权质押（刘
兰芬）、上海异彩采蝶轩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 10%的股权质押（孙勇）

9
宁波杰友升照
明有限公司

12,730,357.91 2,566,656.83 屠伟勤、尤娟红

10
上海天纵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83,737.95 160,611.48 马辉、丁雯卿

今日零点， 上海市消防救援总队在黄浦区凯德晶萃广场开展大型商业综合体实战拉动演练， 检验消防救援队

伍及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实战处置能力。 图为机器人灭火设备参与救援。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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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推行

林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确保

到 2022 年 6 月全面建立林长制。这意味着我

国所有的森林和草原都将拥有专属守护者。

意见提出， 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要求， 在全国全面推行林长制， 明确地方党

政领导干部保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目标责

任， 构建党政同责、 属地负责、 部门协同、

源头治理、 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 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 局长关志

鸥说， 森林和草原是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

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基础性 、 战略性作用 。 “全面推行林长

制， 是生态文明领域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将有效解决林草资源保护的内生动力问题、

长远发展问题、 统筹协调问题， 更好地推动

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 他表示。

在关志鸥看来，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守住

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的必然要求。 全面推行林

长制， 就是要严格实行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

度，落实生态空间管控边界，构建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新格局，筑牢自然生态安全根基。通过

建立林长制，明确生态保护修复的区域空间、

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 着力解决本区域和跨

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问题。他说，随着林长制

全域覆盖，将加强林草部门基层基础建设，实

现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责有人担，

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发展林草资源力度不够、

责任不实等问题， 让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更有保障。

“全面推行林长制是压实地方生态保护

责任的关键举措。 ”关志鸥表示，这项举措强

化了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

责任和主导作用，将各级林长明确为党委、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 使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责

任由林草部门提升到党委政府、 落实到党政

领导，是林草管理责任制的突破和升级。

关志鸥说 ， 一些已经推行林长制的地

区， 因地制宜推出 “林区警长制” “林长+

检察长” “民间林长” 等系列新制度， 形成

了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强大合力， 彰显出强

大的制度优势， 释放出良好的治理效能。

（《意见》全文见文汇网ｗww．whb．ｃｎ）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
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进入新发展阶段 、 贯彻新发展理念 、

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理论逻辑、 历史逻辑、 现实逻辑决定的。

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

位， 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

设的指导原则， 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

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 从理论和实际、 历史和现实、 国

内和国际相结合的高度， 科学分析了进入

新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 历史依据、 现实

依据， 系统阐述了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

新要求， 深刻阐明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主攻方向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

高屋建瓴、 思想深邃、 内涵丰富， 对于全

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

站位、 开阔视野，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 三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

起好步，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

位和发展阶段， 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

任务、 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也

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

利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

阶段。 作出这样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依

据。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

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

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新发展阶段是我

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经过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不懈奋斗，我

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

的雄厚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不久， 我们党就提出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未来 30 年将

是我们完成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发展阶段是我国

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必

须深刻认识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

个静态、 一成不变、 停滞不前的阶段， 也

不是一个自发、 被动、 不用费多大气力自

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 而是一个动态、

积极有为、 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

程 ， 是一个阶梯式递进 、 不断发展进步 、

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

的过程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是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 也是我国社会

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

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

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

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

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

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

动的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

定目标，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载 1 月 13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我国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
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记者胡喆） 重型运载火箭发

动机研制取得新进展、 空间站核心舱春季发射……记者 12 日

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 拟服务于重型运载火箭

的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关键技术攻关已取得积极进展。

据悉， 大推力补燃循环氢氧发动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负

责研制， 其性能指标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能更好地满足我国

未来火箭和重大航天任务对动力的需求。

与此同时，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多型火箭发动机也

传来了新消息。 此前， 由该集团六院研制的长征五号 B 运载

火箭大推力氢氧发动机顺利完成了一次型号可靠性试车。 长征

五号 B 运载火箭将执行空间站各舱段的发射任务， 其中核心

舱将于今年春天率先发射。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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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2 3 9 2 5 4 +13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5 117146 元

三等奖 30 3000 元

四等奖 852 500 元

五等奖 15102 30 元

六等奖 446731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36713552 元

排列 5 ? 2101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0 6 4 1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 2101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9 0 6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河北黑龙江等地升级管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12 日零至

10 时， 河北省新增 21 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 ；12 日黑龙江省新增 8 例无症状感染

者。 此前据国家卫健委通报，1 月 11 日零至

24 时，新增本土病例 42 例（河北 40 例，北京

1 例，黑龙江 1 例）。 为尽快排查出阳性病例，

阻断疫情扩散，河北、黑龙江、辽宁、山西等地

的相关地区在做好流调、消杀等同时，升级管

控措施，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河北 12 日开始对石家庄市、 邢台市进

行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 同时， 对临近的定

州市、 辛集市， 同步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

测。 石家庄市藁城区对发现病例最多的 3 个

村和有病例的 12 个村， 实行集中隔离， 应

隔尽隔。 对临近的 5 个尚未发现病例的村，

实行封闭管理 ， 居家防控 。 廊坊市固安县

11 日报告 1 例本土确诊病例后， 将确诊病

例居住小区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廊坊市及固

安县已组织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此外， 河北省对石家庄市、 邢台市、 廊

坊市全域实行封闭管理， 人员、 车辆非必要

不外出。 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封住大交

通， 管控小交通， 坚决防止重点地区人员流

动导致疫情向外传播扩散风险。

继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之后， 1 月 12

日，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 伊春市

大箐山县均出现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分

别新增 7 例、1 例。1 月 12 日 15 时起，绥化市

主城区所有进出城口全部封闭，各乡镇、村屯

进出机动车通道只保留 1 条应急道路； 关闭

火车站候车大厅和进站通道， 禁止旅客进站

上车，出站人员携带三日内核酸检测报告，佩

戴口罩、扫码、 测温后允许通行。

自 1 月 11 日发现两例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以来，山西省晋中市在做好流调、消杀

等防控工作的同时， 升级管控措施， 并将于

13 日起对晋中市榆次区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1 月 11 日零至 24 时， 北京市顺义区新

增 1 例确诊病例， 系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

顺义区第一时间对新增确诊病例居住的北石

槽镇北石槽村实施全面封闭管控， 紧急组织

开展核酸检测。

从 1 月 11 日起， 沈阳市在铁西区、 皇

姑区 、 于洪区启动了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举行
栗战书主持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2 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

一次委员长会议 12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栗战书委

员长主持。 会议决定，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动物防疫法修订草案、 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 海警法草

案； 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法律援助法

草案的议案、 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修订执业医师法的议案、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湿地保护法草案的议案、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家庭教育法草案的议案； 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

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教育法修正草案的

议案；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设立北京金融法院

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 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

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比利时王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

的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摩洛哥王

国引渡条约》的议案；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上海出品”《在一起》：
从众志成城创作，到凝聚为人民创作的信念

（上接第一版）

从上海出发，特殊使命的
文艺创作彰显了“拿起背包打
起行囊马上出发”的斗志

许多人知道， 编剧六六在 2020 年

3 月 8 日从上海出发去往武汉。 但为何

是她率先动身？ 她又是如何进入了彼时

仍在管控措施下的武汉？ 再回首时， 一

条连着上海与北京的 “网络热线”、 一

张从上海出发的 “行动网”， 不容忽视。

创作的源头要追溯到去年 2 月底，

疫情防控形势仍吃劲的时候， 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电视剧司通过视频会议方式组

织策划抗疫等重大主题创作。 会上， 时

代报告剧的概念被提出， 同时提出的还

有 《在一起》 的时间表： 当年事、 当年

拍、 当年播。

时间紧任务重 ， 谁来接下特殊使

命？ 上海！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耀客

传媒、 上海尚世影业迅速凝聚到一起，

从策划到正式启动， 不过十天。 而作为

耀客的签约编剧 ， 六六也在上海市委

宣传部的特别支持下进入了非常时期

的武汉。

一边是上海方面的创作迅速启动，

另一边是以上海和北京方面为联络枢纽

向全国广撒英雄帖。 受到伟大的抗疫精

神感召， 众多优秀编导演在第一时间请

战。 《决战火神山》 单元导演姚晓峰回

忆： “演员多是自告奋勇来的， 不计报

酬， 都说一定要表达一下他们对英雄的

敬意 。 哪怕戏份少 、 全程戴口罩不露

脸， 有些演员也专程从各地赶到剧组。”

团队集结一呼百应， 创作的进度也

绷紧到了最高速率。 搭出一座火神山只

用了十天， 用时最长的单元拍摄期只有

14 天， 所有十个单元从策划到 9 月 29

日首播仅仅七个月。 而最终的呈现以真

实厚重的人民史诗赢得了人民认可。 首

轮播出期间， 该剧在微博主话题阅读量

高达 18.3 ?， 豆瓣评分 8.8 分。 白衣执

甲使命必达， 特殊使命前， 文艺创作也

彰显出了 “拿起背包打起行囊马上出

发” 的斗志。 如同 “火神山” 的中国奇

迹一样， 《在一起》 的创作过程何尝不

是一种文艺的 “非常” 状态， 是以好莱

坞为代表的先进影视工业体系也很难复

制的 “中国速度”。

不止于一时收获，一批
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在作品中
锤炼，作品也在让他们成长

这两天， 邓伦在 《我叫大连》 中的

表演又一次在 B 站上火了一把 。 起因

是他给家乡河北石家庄人民录制了一段

祝福视频， 被 Up 主拿来与剧中片段混

剪， 二度创作的内容形成新一轮传播，

年轻人们刷起弹幕： 泪目。

“泪目”， 这同演员本人的感受如

出一辙。 邓伦曾分享拍摄心路： “很多

场戏， 拍摄时我都热泪盈眶。 第一次是

拍南京援鄂医疗队返回时， 我演的 ‘大

连’ 站在楼上， 高喊 ‘中国加油， 武汉

加油’， 不知为何我突然鼻子一酸， 眼

泪就下来了。”

事实上， 为了真实还原抗疫一线动

人的青春面孔， 《在一起》 中也有一批

年轻的文艺工作者， 他们在现实主义的

作品中锤炼， 现实主义的力量也在滋养

着他们成长。

许多主创提到， 《在一起》 给自己

上的最重要一课就是 “真实”， 因为那

是为我们共同的奋战做一部 “艺术文

献”。为了求真，演员们个个素颜出镜，包

括谭卓、张天爱、赵今麦、李百惠等女演

员。为让观众“相信”，演员们首先让自己

相信。雷佳音饰演快递小哥，他跟原型人

物一样一个星期没洗头。 《摆渡人》里有

个年轻医护平小安 ，20 多天没睡过好

觉。 饰演者倪妮说自己是个 “笨拙的演

员”，生怕不够真实，她就用“笨办法”在

拍摄前熬了好几天没休息。

至于赶时间拍夜戏， 反季拍摄在夏

天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等， 是绝大多

数剧组的共同难题 ， 体能消耗显而易

见。 就像杨洋所说： “这些跟真正冲在

一线为人民争取生命和希望的抗疫英雄

比起来， 不算什么。” 也如黄景瑜的感

慨： “能参与 《在一起》， 无论是对生

活中的我， 还是我的整个演艺生涯都有

不可取代的意义。”

剧组成员都不会忘记首播仪式， 去

年 9 月中旬， 他们集体回到武汉， 在曾

经最早开设、 最晚关闭方舱医院的洪山

体育馆共同录制开播特别节目 。 那一

晚， 许多人流泪了， 一则则耳熟能详的

新闻事件 、 一道道令人振奋的精神风

景 、 一个个缔造生命奇迹的大写的

人———所有这些在抗疫日子里累积的生

命体验、 所有见证非凡历史并参与书写

的人， 都为自己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生命

劲歌 。 给自己看 ， 给不明所以的他者

看， 给需要成长的更年轻一辈看。

别让“滤镜”遮蔽了经典的原味之美
（上接第一版） “‘未通片语’ 是事实性

的描述， 但却给情感孕育出余味袅袅的

空间 ， 没有必要硬译 。” 吴尚智认为 ，

这类改写是投机取巧式的， 目标群体是

那些懒于思考者、 惰于学习与感知者。

“导流”受众之外，避免
经典普及落入“标签化”套路

“这类读物畅销，可以理解为在大众

和经典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有那么多人愿

意去看‘翻译版’《浮生六记》难道不是好

现象吗？说不定能让更多人重新喜欢上古

典文学、为原著进一步持续‘圈粉’。 ”一位

不愿透露姓名的图书编辑谈道，与其批评

当代读者“偷懒”“不愿读原著”，不如在策

划传播上多下功夫，阅读群体的受教育背

景、理解能力、口味喜好本就参差不齐，对

经典原著的改写版如能做好分级导赏、成

功“导流”潜在受众，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但也有业内人士提醒， 这类改写往

往会被出版方贴上 “小清新”“文艺”“流

浪”“岁月静好”等固化标签，再将其概念

放大化进行包装出售， 迎合了某种流行

的社会情绪，但鸡汤式“滤镜”遮蔽了经

典的原味之美， 原著凝聚的恒久魅力也

就一落千丈了。

网友“渊冲山顶”的观点道出不少人

的心声———种种“添油加醋”或“过剩加

工”，让那些本可引领审美与思想向更高

层次迈进的经典作品，无奈陷入套路化；

而一旦汉语从一盏精酿变成了快餐店的

清茶， 进而变成超市里批量出售的矿泉

水，想要重新体验汉语的美感，就变得难

上加难。 王纪人建议： 有时间有精力的

话， 别轻易丢失了向更艰深美妙的原文

攀爬探索的勇气；重温经典，还请撕下标

签，细细品读文学的肌理与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