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资产包中的 3户债权进行处置，相关情况
见下表（截至 2020年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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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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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冠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5498.40 11010.82 抵押 东莞市广源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冠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尹耀
东、尹锐勋

2 上海振俞实业有限公司 246.90 81.07 保证 俞祯祥、上海泰锋电机有限公司

3 上海银敦实业有限公司 392.86 258.30 保证 刘伟东、 上海恒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银敦实业有限公
司、上海浦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恒丰银行杭州分行资产包中的 7户债权进行处置，相关情况见下表（截
至 2020年 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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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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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借款人 债权本金（万元） 担保人（包括抵质押人）
1 上海永宇实业有限公司 14000 倪斌、沈丽、上海永宇实业有限公司

2
绍兴鲁宁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 397.05

诸暨市鲁焕消防设备有限公司保、周建军、黄
国飞

3 浙江古月茶业有限公司 494.36
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胡柏祥、尉
菊妹

4 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 1075 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陈素琴、金勤超

5 浙江大象铜业有限公司 328.84
诸暨市隆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斯瑞克
塑胶有限公司、陈仲光、伍志娟

6
浙江斯瑞克塑胶有限公
司 329.22

诸暨市隆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浙江大象铜
业有限公司、陈建荣、陈月

7
诸暨市隆泰机械配件有
限公司 198.87

浙江大象铜业有限公司、 浙江斯瑞克塑胶有
限公司、陈坚历、陈映飞

利息（万元） 担保方式
6567.41 抵押、保证

402.22 保证

592.94 保证

152.90 保证

261.52 保证

262.52 保证

158.83 保证

德国实行更严格封锁措施
默克尔表示未来几周是疫情“最艰难时期”

由于新冠病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

高不下， 德国全境16个州从11日开始实

施更严格的封锁措施。 在上周的防疫会

议上， 德国联邦与各州政府已同意采取

更严格的封锁措施， 并一直持续至1月

31日。

根据德国联邦政府公布的最新规

定， 去年12月16日全国实施的 “硬性封

锁”措施将延长至1月31日，最初这些措

施计划保留至1月10日。从11日起新增的

防疫措施主要有： 亲朋好友聚会时，1个

家庭只能邀请1名其他家庭的成员参加；

从“高风险地区”前往德国的任何人都必

须提供两个核酸检测为阴性的证明，且

两次测试至少间隔5天；父母可以有额外

的10天假期来照顾孩子， 单亲家庭父母

则将获得额外20天假期； 在一周内每10

万人有200人确诊的高风险地区，居民仅

被允许在居住地15公里范围内活动，不

过某些州会酌情执行该规定。

卫生部长施潘在11日接受德国电视

二台采访时呼吁公众坚持这一做法，“我

知道这又是一次特别困难的时期， 对许

多人来说都是艰辛的”“但目前该病毒正

蔓延至所有地方”。

上周末，德国的新冠死亡病例突破4

万。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

数据显示， 截至当地时间1月12日零时,

德国?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933826例,

较前一日新增确诊12802例 ; ?计死亡

41577例,较前一日新增891例。

据法新社报道， 在上周六的每周视

频讲话中，总理默克尔表示，未来几周将

是疫情“最艰难的时期”。她敦促德国人

“在未来三周内将所有接触降至最低限

度，并尽可能留在家里”。同时，默克尔呼

吁德国人保持耐心， 并坚信目前对公共

生活的严格限制是“绝对必要的”。

根据一项调查 ，56%的德国人认同

政府遏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封锁措施，有

25%的人认为措施还“远远不够 ”，只有

16%的人认为政府的措施过于严格。

■本报记者 赵忠奇

■本报记者 ?钦韩

■本报记者 孔知禺

■本报记者 刘 畅

总统就职典礼前华盛顿进入紧急状态
50州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抗议；众议院民主党人

提交弹劾条款草案，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国会山骚乱事件

发生后，定于1月20日举行的美国当选

总统就职典礼的安全问题引发联邦和

地方当局担忧。 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

宣布，首都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白宫声明说， 紧急状态将持续至

24日， 并授权美国国土安全部和联邦

紧急措施署 “调动和提供必要设备和

资源”，协调并帮助总统就职典礼前后

的联邦和地方安保工作。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 联邦调查局

警告说，从16日至就职典礼前，全美50

州首府和华盛顿特区可能发生武装抗

议活动， 美国国会和各州州议会可能

是主要目标。

11日辞职的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

部长沃尔夫表示，由于“安全形势不断

演变”，他在辞职前数小时已下令将针

对总统就职典礼的特别安保措施提前

6天启动，即从19日提前至13日。美国

国民警卫队司令丹尼尔·霍坎森11日宣

布，到16日，华盛顿特区将部署至少一

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他表示，还可能

向一些州增派5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华盛顿市长缪里尔·鲍泽及毗邻

华盛顿特区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州

州长11日发出呼吁，以6日国会山骚乱

事件和持续肆虐的疫情为由， 敦促民

众不要参加总统就职典礼活动。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当天宣布将

华盛顿特区最高地标“华盛顿纪念碑”

及其公共通道关闭至1月24日，其间还

可能临时关闭华盛顿市中心博物馆云集

的“国家广场”相邻道路、停车场和洗手

间。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

人11日正式提交针对总统特朗普的弹劾

条款草案，指控特朗普“煽动叛乱”。

当天早些时候， 占据众议院多数席

位的民主党人推动众议院通过要求副总

统彭斯援引美国宪法第25条修正案罢免

特朗普的动议，但遭到共和党人阻止。民

主党人随后提交了一份长达4页的弹劾

条款草案。 民主党人在草案中只提出一

项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指控特朗普

“煽动叛乱”、“干涉权力和平过渡”等。草

案说，特朗普的行为“严重危及”美国和

美国政府机构的安全， 给美国人民造成

“明显伤害”，如任其继续执政，将“对国

家安全、民主和宪法构成威胁”。

据美国媒体报道， 这是众议院民主

党人启动弹劾进程的第一步， 目前已获

得通过弹劾条款所需简单多数票支持，

多名共和党众议员也在考虑支持弹

劾。依据美国宪法，如果针对总统的弹

劾条款在众议院以简单多数获得通

过，即意味着总统被弹劾。接下来，参

议院将就弹劾案进行审理， 如果三分

之二的参议员支持弹劾条款， 总统将

被定罪而下台。

美国舆论普遍认为， 即使众议院

弹劾特朗普并立即向参议院提交弹劾

条款，参议院也不太可能在1月20日拜

登宣誓就职前审理该弹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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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祖国之光”赢得议会选举

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12日宣

布，执政党“祖国之光”党在10日举行的

议会下院选举中获得71.09%的选票，赢

得本次选举。此外，“光明道路”民主党、

哈萨克斯坦人民党分别以 10.95%和

9.1%的得票率排二三位。上述三大党成

功跨过7%的最低得票率门槛进入议会

下院。

“阿吾勒”人民民主党和“阿达尔”党

得票率分别为5.29%和3.57%，低于进入

议会的7%得票率门槛，与本届议会下院

无缘。

此次哈议会下院选举于当地时间1

月10日上午7时开始，至晚8时结束，国内

设10060个投票站， 国外设66个投票站，

登记注册选民近1200万。 包括 “祖国之

光”党、“光明道路”民主党、“阿吾勒”人

民民主党、“阿达尔” 党和哈萨克斯坦人

民党在内的5个政党参与竞选，5党共推

出312名候选人，争夺98个议员席位。

哈法律规定，哈下议院共设107个议

席，其中98个议席由选民投票产生，另外9

个独立议席由哈人民大会11日推举产生。

作为“祖国之光“党党主席，哈萨克

斯坦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

在视察该党竞选总部时表示， 选举的初

步结果表明， 哈萨克斯坦人民将哈萨克

斯坦的发展、民生的改善与“祖国之光”

党联系在了一起。 他表示， 此次选举恰

逢国家独立三十周年，具有象征意义。

“通乌门”秋后算账提前到来？
美财政部以干预选举为由制裁乌克兰多个实体和个人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11日以“干

预美国选举” 为由对7名乌克兰人和4个

乌实体实施制裁。据悉，被制裁的个人和

实体均与此前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

登的“通乌门”有关。

根据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的声明，

被制裁的乌克兰人包括最高拉达议员杜

宾斯基、前政府官员奥尼申科、检察官库

里克等人 ， 实体包括乌克兰新闻网站

NABU Leaks等媒体。据悉，上述对象受

美方管辖的资产将被查封， 美国公民不

得与其进行交易。

声明指出， 受制裁人员和实体至少

从2019年开始 “散布美国前官员和个人

参与涉乌腐败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这

里的“美国前官员和个人”即指时任美国

副总统拜登和其子亨特·拜登。该事件最

后成为在大选过程中影响拜登选情，并

让特朗普遭受弹劾的“通乌门”。声明指

出， 受制裁人员和实体均属于乌克兰一

个与俄罗斯有关的 “外国影响力网络”，

该网络与此前被美方制裁的乌克兰亲俄

议员杰尔卡奇有关。

杰尔卡奇是乌最高拉达议员，在“通

乌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去年同样因

“涉嫌干预美国大选” 受制裁。 在被制裁

前，杰尔卡奇公布了一份疑似拜登的美国

人与乌前总统波罗申科的电话录音。录音

中，疑似拜登的美国人愿意向乌前政府提

供10亿美元， 换取后者解雇当时正在调

查亨特与乌能源企业布里斯马集团间的

非法金钱关系的乌总检察长绍金。

据乌媒报道， 此次被制裁的7人中

就有杰尔卡奇的2名团队成员。 其他如

库里克， 曾公开谈及亨特如何从布里斯

马集团收取不正当钱财； 杜宾斯基和奥

尼申科都曾与特朗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

尼合作。

乌克兰活动家卡莱尼努克对路透社

表示 ，“似乎美国财政部率先向拜登示

好”“拜登对乌克兰亲俄精英的 ‘秋后算

账’提前到来了”。

韩国赴伊朗谈判陷入僵局
尚未就“被冻结资金”和“被扣押油轮”问题达成一致

正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访问的韩国

外交部第一次官崔钟建 11 日分别与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中央银行行长

赫马提就 “被伊朗扣押的韩国油轮”

和 “伊朗在韩被冻结资金” 问题举行

会谈， 目前双方尚未就此达成一致。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

道， 扎里夫当天在会谈中说， 多年来

韩国数家银行对伊朗获取其在韩资

产、 资金进行限制， 伊方长期交涉未

果， 这是目前伊韩关系发展的最大障

碍。 鉴于新冠疫情对公共卫生和国家

经济的影响， 伊方敦促韩国政府采取

措施 ， 尽快消除这一障碍 。 与此同

时， 扎里夫说， 伊朗扣押韩国油轮是

因为 “该船对相关水域环境造成污

染”， 这是一个 “正在法律框架内处

理” 的技术问题。

当天早些时候， 赫马提在双方会

谈中表示， 韩方冻结伊朗在韩资产这

一行为 “不可接受”。

崔钟建向伊方强调， 该次访问显

示了韩国对发展与伊朗关系的重视，

韩国打算通过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

问题， 恢复双边信任。 韩媒援引韩国

外交部消息称， 崔钟建在会议上强烈

要求伊方迅速释放遭扣船只， 并要求

伊朗提供大量证据， 以证明该船确实

存在违法污染行为。

当地时间 10 日， 崔钟建抵达德黑

兰， 与伊朗副外长阿拉格希举行会谈。

在回应韩国释放油轮及船员要求时， 阿

拉格希称 ， 韩方不应将该事件 “政治

化”， 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

韩媒认为， 伊朗意在扣油轮作 “人

质” 施压韩方解冻伊朗在韩资金。 受美

国对伊制裁影响， 韩国两家银行冻结约

70 亿美元伊朗资金。

据伊通社报道， 在 10 日的会谈中，

阿拉格希表示， 近两年半以来， 韩国一

直在非法冻结伊朗的外汇资源， 伊朗方

面认为， 主要原因是 “韩国政府缺乏

（解决这一问题的） 政治决心”， 而非

受美国制裁影响。 阿拉格希指出， 韩

国这种屈服于美国过分要求的行为是

不可接受的， 只有解决该问题， 增进

伊韩双边关系才有意义。

阿拉格希还呼吁韩方将该问题作

为双边关系中的首要事务， 寻找解决

方法。 崔钟建在会谈中表示， 为伊朗

提供外汇资源渠道是韩国政府的优先

事项之一， 韩方已下定决心推动问题

解决。

编辑/?钦韩国际 公告

美重新给古巴戴上“支恐帽子”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记

者刘品然）美国国务院11日宣布将古

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古巴外

长罗德里格斯随即对此予以谴责。

美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声明中

称， 古巴 “再三为恐怖分子提供避风

港， 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径提供支持”。

根据声明， 古巴在被列为 “支恐国

家” 后将遭受一系列限制措施， 与古巴

从事特定贸易的个人与国家将受到处罚，

美国对古巴援助将被限制， 防务和军民

两用设备的出口将分别被禁止和管制。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发文谴责美国将古巴列为 “支

恐国家”，认为此举属于“伪善和愤世嫉

俗”的政治投机主义。

伊朗请国际刑警组织发红色通缉令
针对涉嫌暗杀核物理学家人员

新华社德黑兰 1 月 11 日电 （记

者夏晨） 伊朗警方 11 日表示， 伊朗

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 4 名涉嫌参与

暗杀伊朗核物理学家穆赫辛·法赫里扎

德的人员发出红色通缉令。

伊朗警方发言人迈赫迪当天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 针对法赫里扎德的暗杀

是一次 “恐怖袭击行动”， 因此参与

暗杀的人员是 “恐怖分子”。

2020 年 11 月 27 日 ， 法赫里扎

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遇袭身亡。

尽管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此

事， 但伊朗认为此次暗杀行动背后有

“明显的以色列责任迹象”， 并誓言为

他复仇。

意一女性2019年11月已感染新冠病毒
米兰大学牵头的国际研究团队发现

新华社罗马 1 月 11 日电 （记者李
洁） 据安莎社和 《共和国报》 网站等意

大利媒体 11日报道， 意大利米兰大学牵

头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从该国一名年轻

女性皮肤病患者在 2019 年 11 月 10 日

的活检样本中， 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

列。 这一结果将意大利 “零号病人” 出

现时间再次提前到 2019年 11月。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 《英国皮肤病学

杂志》 上。 研究人员对 2019 年最后几

个月内没有得到确诊的非典型皮肤病患

者活检样本进行了检测， 发现该患者感

染了新冠病毒， 而她的症状只是皮肤出

现红色斑块并有轻微喉咙疼痛。

此外 ， 该患者在 2020 年 6 月的

一次血清检测中被检出新冠病毒抗体

阳性 。 米兰大学研究人员认为 ， 这是

目前意大利发现的最早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 。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 来自米兰大学

的贾诺蒂向媒体表示， 在接下来的研究

中， 可能还会发现比 2019 年 11 月更早

的新冠病毒感染样本。 他说， 研究发现

一些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只表现出皮肤

病症状， 因此他们想知道在新冠疫情暴

发前的皮肤病患者中是否有人已经感染

了新冠病毒。

此前， 研究人员已在意北部城市米

兰和都灵 2019 年 12 月的城市废水样本

中检测到新冠病毒。

2020 年 11 月， 意大利米兰国家肿

瘤研究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该国 《肿瘤

杂志》 上发表论文说， 新冠病毒可能早

在 2019 年 9 月就已在意大利传播， 这

比意大利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早了几

个月。

1?6日 ,在华

盛顿拍摄的特朗

普的支持者在国

会前参加示威游

行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6日，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韩国代表团成员准备登机前往伊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