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通”）与天津仟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仟汇”）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宝瑞通将其对附件《债权转让清单》
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典当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借款
本息于 2021年 6月 19日通过签订 《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1HZG02015-ZZXY-01】）
的方式转让给仟汇：仟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清单中所列的债务人及担
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仟汇履行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
此公告。

注：1、受让人的联系方式为：受让人：天津仟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联系
人：沈伟、联系方式：15253132812；2、本公告清单列示本金余额、利息余额、借款人（主债
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人）应支付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3若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
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相关权利义务
承接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偿责任；4、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
质押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债权转让人：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
债权受让人：天津仟汇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021年 7月 7日
附件《债权转让清单》 单位：元

上海宝瑞通典当有限公司与天津仟汇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债务人 欠款本金余额 违约金 典当合同编号 其他备注（如生效判决等）

1 励民 6,400,000.00 6,247,783.78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07号 （2017）沪杨证执字第 199号
2 黄辰达 2,400,000.00 1,977,600.00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44号 (2018)沪 0112民初 21508号

3 陈建明 9,278,400.00 7,723,168.53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39号、
2017房（典）字第 007号

（2020）沪 0109民初 5805号、
（2020）沪 74民终 1060号

4 赖文清 1,700,000.00 1,288,600.00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66号 （2019）沪杨证执行字第 298号
5 陆贵华 1,882,349.00 1,140,703.49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65号 （2020）沪 0113民初 2615号
6 顾龙滨 1,000,000.00 639,335.59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62号 （2020）沪 0115民初 22329号
7 沈文龙 1,900,000.00 105,693.11 2018年房抵沪浦字第 010号 （2020）沪 0107民初 14996号

8 陈谈 12,500,000.00 -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14、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42号

-

9 陈谈 5,500,000.00 1,322,261.11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15号、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43号

（2020）沪 0106民初 47623号

10 吴冕 2,100,000.00 524,626.67 2017年房抵沪字第 010号 （2020）沪 0110民初 22660号
合计 44,660,749.00 20,969,772.29 - -

7月5日，芝加哥警察局长布朗（左）在两名遭枪击的警察接受治疗的医院外对媒体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日同法国总统马

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峰会。

这是三国领导人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召

开的第二次视频会议， 对于牢牢把稳中

欧关系前进航向意义重大。

当前， 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经

济复苏前景不明。 中欧关系面临新的发

展契机， 也面临着各种挑战。 世界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 精诚合

作， 而不是猜忌对立、 零和博弈。 人们

期待， 中欧扩大共识和合作， 为妥善应

对全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要坚

持正确相互认知 。 中方坚守和平 、 发

展、 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 中欧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

异原则开展合作， 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汇聚了彼此之间最大公约数。 我们要

秉持这一精神， 正确看待相互差异， 理

性处理彼此分歧。

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要扩

大互利共赢合作。 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

伙伴 ， 已经形成 “你中有我 、 我中有

你” 的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官方数据显

示， 今年 1 至 4 月， 中欧贸易额同比增

长超过 40%。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最新

报告显示 ， 60%受访企业计划于 2021

年扩大在华业务。 这些数据充分体现了

中欧经贸合作的强劲韧性、 旺盛活力和

光明前景。 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坚定不

移， 希望欧方按照市场原则为中国企业

提供公正、 透明、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要维

护真正的多边主义。 要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

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国际上的事需要

大家心平气和商量着办。 中方愿同欧方

一道努力， 协商办好下阶段一系列重要

政治议程 ， 深化和拓展各领域务实合

作， 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

沟通， 共同践行多边主义。

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要坚

持构建总体稳定 、 均衡发展的大国关

系。 中国最希望的是发展好自己， 而不

是取代别人。 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为各方共同发展创造了更多机遇。

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对话合作， 同时坚决

捍卫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希望

欧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真正体现战略自主， 共同维护好世界和

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此外， 在发展中国家最集中、 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任务最艰

巨的非洲， 中欧具有广阔合作空间。 中

方已经并正在向 40 多个非洲国家及非

盟委员会提供疫苗， 积极支持非洲提升

疫苗本地化生产能力。 中方已同 19 个

非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

识， 并建设性参与 “非洲绿色长城” 等

可持续发展计划。 希望欧方加大对非洲

的支持和帮助， 向有急需的非洲国家提

供更多疫苗 ， 帮助非洲应对好债务压

力， 早日实现非洲经济复苏和绿色低碳

发展。 欢迎法国、 德国加入中非共同发

起的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开展

三方、 四方或多方合作。

去年， 中欧关系在新冠肺炎疫情下

逆势前行， 实属不易， 应该倍加珍惜。

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 是要牢

牢把握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方向， 妥善

管控分歧， 相互尊重， 排除干扰， 维护

合作共赢的主基调。 愿欧方同中方一道

努力， 为这个多变的世界增添更多确定

性和稳定性。

新华社记者 任珂

（新华社布鲁塞尔 7 月 6 日电）

贝索斯卸任亚马逊首席执行官
云计算业务负责人贾西成为接班人

美国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
斯 5 日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 接任
者是亚马逊公司掌管云计算业务的安
迪·贾西。

据美联社报道， 贝索斯虽然不再担
任首席执行官，但仍将参与公司决策。他
将担任董事会执行主席， 专注于开发新
产品和新业务。

现年 57 岁的贝索斯目前是世界首
富，他今年早些时候说，打算把更多时间
花在“副业”上，包括太空探索、慈善事业
以及亚马逊收购的《华盛顿邮报》业务。

他定于本月 20 日和弟弟马克等人搭乘
亚马逊旗下蓝色起源公司开发的 “新谢
泼德”飞行器踏上太空之旅，实现自己的

童年梦想。

贾西 53 岁， 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
院，1997 年入职亚马逊， 那时亚马逊还
是一家规模不大的网上书店。 贾西对亚
马逊公司业务多元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 2003 年组建亚马逊网络公司，所开发
的云服务业务为亚马逊创收颇丰。

分析人士认为， 贾西作为新掌门要
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应对外界要求政府对
大型技术企业加强监管的呼声。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去年

10 月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出台法规维护
公平竞争，拆分亚马逊等大型技术企业，

以限制它们收购其他企业。

欧飒（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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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热海市泥石流已致7死
27人下落不明

新华社东京 7 月 6 日电 （记者姜俏
梅） 据日本静冈县热海市政府 6 日公布
的统计数字， 热海市 3 日发生的大规模
泥石流灾害已造成 7 人死亡 ， 另有 27

人下落不明。

据静冈县政府 6 日发布的信息， 此
次泥石流共造成 122 栋房屋受灾， 其中

44 栋房屋被冲毁。

目前，来自日本警察、消防、自卫队等
方面的约1700名救援人员在加紧搜救。

俄一架载有28人客机坠毁
俄媒称机上人员恐全部遇难

一架载有 28 人的俄罗斯安-26 客
机 6 日在俄东部堪察加边疆区坠毁。 俄
媒最新消息称， 飞机的部分残骸已经被
找到， 乘客和机组人员恐全部遇难。

塔斯社当天援引堪察加边疆区紧急
情况部门的消息说， 飞机隶属于堪察加
航空公司， 在从堪察加彼得罗巴甫洛夫
斯克飞往帕拉纳镇时失联， 机上共有 6

名机组成员和 22 名乘客， 其中包括一
名儿童。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最新消息， 堪
察加航空公司总经理赫拉布罗夫称， 飞
机的部分残骸已经被找到， 其称该客机
在坠毁前曾与山体相撞。 堪察加边疆区
行政长官索洛多夫说， “我们从空中看
到应当是飞机残骸的物体， 在帕拉纳镇
以北大约 5 公里处”， 机身大部分在海
边， 一些残骸漂在附近的鄂霍次克海。

堪察加边疆区紧急情况部门发言人
说， 初步信息显示， 客机全体乘客和机
组人员遇难。 索洛多夫说， 客机失事地
较难进入， 尤其在夜间， 可能 7 日才能
确认机上人员是否遇难。

堪察加边疆区政府发布消息称， 该
客机于当地时间 12 时 57 分从彼得罗巴
甫洛夫斯克的叶利佐沃机场起飞， 计划
于 15 时 5 分抵达帕拉纳镇。 不过客机
在距离帕拉纳镇 9 公里处失联。

消息说， 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没有
报告任何故障 ， 飞机在准备降落时失
联。 据初步判断， 失联原因可能是能见
度低导致飞行员操作失误。

另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此前消息，

安-26 客机的疑似坠落地点已经确定 。

俄联邦航空运输局说， 考虑到客机失事
地点的地貌特征， 搜救难度大。 俄紧急
情况部堪察加边疆区行动小组、 搜救队
救援人员、 专业消防救援部队成员， 以
及边疆区灾难医学中心医务人员已经前
往搜救。 俄太平洋舰队也已加入到失联
飞机的搜救工作中。

目前 ， 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按违
反安全规定对事件予以刑事立案 。 此
外 ，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指示成立一
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该事件 ， 委员会
由俄交通部长萨维里耶夫负责 ， 各联
邦执法机关代表及堪察加边疆区代表
参与调查。

美屡次“甩锅”俄发动网络攻击
美跨国企业再遭黑客攻击，拜登称不排除俄罗斯嫌疑

美国跨国科技企业卡西亚公司日前
遭受黑客攻击。 由于这家公司的业务涉
及全球 10 多个国家 ， 拥有上万客户 ，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沃科拉 5 日说， 全球

800 至 1500 家企业受到影响。

美国总统拜登 3 日表示， 美国情报
机构已经对此开展全面调查 。 拜登表
示， 不确定攻击者是谁， 不过他没有排
除俄罗斯发动网络攻击的可能， “我们
最初认为不是俄罗斯政府， 但我们还不
确定”。 拜登称， 如果确定此次大规模
黑客攻击与俄罗斯有关， 美国将会作出
回应。

同日，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
回应称， “没有听到有关俄罗斯政府支
持这些黑客攻击的指控”。 他表示， 俄
美有关部门正在就此次事件进行 “封

闭、 严肃、 保密的对话”。

据法新社报道， 卡西亚公司 2 日称
获知其 VSA 软件遭受黑客勒索软件的
网络攻击 ， 导致系统瘫痪 。 VSA 软件
主要为用户提供远程监控、 管理电脑和
打印机网络的服务。 据悉， 黑客篡改了

VSA 软件 ， 加密和锁定了卡西亚公司
客户的重要数据和资料。

据美联社报道 ， 除美国外 ， 全球
数百家使用 VSA 软件的企业受到严重
影响 ， 涉及金融服务 、 旅游休闲 、 公
共部门等 。 沃科拉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说， 至多 1500 家企业受波及， 主要是
卡西亚公司用户的下游用户 ， 目前难
以估计确切影响。 其中， 在瑞典有 800

多家店铺的连锁超市 Coop 的支付系统
在 3 日因故无法运行 ， 大部分店铺被
迫暂停营业。

据 报 道 ， 涉 事 黑 客 组 织 名 为

“REvil”。 “REvil” 4 日在其暗网网站
上提出， 以 7000 万美元加密货币换取
数据恢复， 不过卡西亚方面拒绝回应是
否准备支付赎金。

“REvil” 自 2019 年 4 月开始活
跃， 提供勒索软件开发服务， 并将相关
软件出租给附属机构。 这些附属机构攻
击入侵指定目标， 迫使企业支付大量赎
金， 以重新取得访问权限。 全球最大肉
食品加工商 JBS 美国分部于今年 5 月底
遭到黑客袭击， 最后支付约 1100 万美
元的赎金 。 美国联邦调查局当时指认

“REvil” 为 “始作俑者”。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 此次攻
击的手法， 与去年 12 月黑客入侵美国
网络管理软件供应商 Solar Winds 如出
一辙。 当时至少有 9 个联邦机构和 100

个私营部门组织的网络受到破坏。 美国
联邦调查局认为俄罗斯对 Solar Winds

被攻击事件 “负有责任”。 因此， 美国
政府高度怀疑俄罗斯黑客与此次网络攻
击之间存在关系。

长期以来， 美国指责俄罗斯从事网
络攻击行为。 据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
和英国的情报机构 1 日发布联合报告，

称俄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 2019 年以来
对全球数百个公私部门的目标发动了网
络攻击。 对此， 俄驻美大使馆 2 日发表
声明称， 希望 “美方不要再空口无凭地
指责” 和 “放弃诬陷的做法”， 同时俄
大使馆提议， 美方与其指责俄罗斯， 不
如整治一下自己境内的秩序， 俄罗斯重
要基础设施经常受到来自美国的攻击。

卫星通讯社指出 ， 在几乎所有情
况下 ， 美国都未能提供俄罗斯涉嫌黑
客活动的实质性证据 ， 有关黑客指控
到最后经常成为对莫斯科实施新制裁
的基础。

美独立日前后至少140人死于枪支暴力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美国枪

支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显示，今年 7 月 4

日独立日前后，美国至少 140 人死于枪
支暴力事件。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 5 日援引“枪支
暴力档案”网站数据报道 ，从 3 日到 5

日晚间， 美国共发生 375 起枪击事件，

包括 18 起群体性枪击事件。

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对 “群体性枪
击”的定义为：在一起枪击事件中不含
枪手有 4 人以上中弹。今年独立日前后
发生的 18 起群体性枪击事件导致至少

18 人身亡，71 人受伤。

美国今年独立日恰好是星期日 。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芝加哥市
警察局长戴维·布朗节前曾提醒说，警
方“今年最具挑战性的周末”是独立日
所在周末。

芝加哥市警方数据显示，从2日傍
晚6时至5日早晨6时 ， 芝加哥市共83

人遭遇枪击，其中14人死亡，包括一名
伊利诺伊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成员。

纽约市警方说， 该市 2 日、3 日、4

日共计发生 21 起枪击事件， 受害者共
计 26 人。 独立日当天，纽约市发生 12

起枪击事件，受害者 13 名，高于去年同
日的 8 起枪案和 8 名受害者。

今年以来，纽约市枪支暴力事件比
去年同期增加约 40%， 已发生 767 起
枪击事件，受害者合计 885 人。

7 月 4 日独立日当晚，辛辛那提市

中心斯梅尔公园燃放烟花期间发生枪
击事件。警方说，一人当场死亡，另一人
送医不治；另有三人受伤，在医院治疗，

其中一人生命垂危，另两人受轻伤。 警
方尚未掌握嫌疑人信息。

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的数

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美国有 8100 人
死于枪击，平均每天近 54 人，比过去 6

年同期平均值多 14 人。

■本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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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钦韩

两个独立日难填美国历史沟壑
7 月 4 日是美国第 245 个独立日

即国庆日， 华盛顿纪念碑下升腾起绚
丽烟花， 映亮当年黑奴参与建造的国
会和白宫大楼。

与往年不同， 今年开始， 美国不
再只有一个独立日。 6 月中旬， 美国
国会通过纪念美国废除奴隶制的 《6

月 19 日国家独立日法案》， 将美国最
后一批黑奴获得解放的日子冠以独立
日之名， 新增为联邦假日。

两个独立日相隔仅两周， 但其间
隔着深深的历史沟壑。

时光荏苒， 美国从 18 世纪建国、

19 世纪南北内战， 一路走到 21 世纪

20 年代的今天， 明面上的奴隶制和种
族隔离制度已成历史， 但从基础设施
建设到住房和教育， 乃至刑事司法制
度和经济机会， 不同程度的隐形种族
隔离仍然存在， 广泛的系统性种族主
义久为民权人士诟病。 福特汉姆大学
教授埃尔南德斯说， 时至今日美国种

族歧视问题仍令人担忧， 对很多遭遇
仇恨犯罪的移民或厌倦政治争斗的民
众来说， 独立日的庆典失去了其应有
的意义。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 美国社
会分裂和党派对立加剧。 去年新冠疫
情肆虐中， 明尼苏达州黑人乔治·弗洛
伊德遭白人警察肖万 “跪颈 ” 而死 ，

激起半个世纪以来美国规模最大、 持
续最久的反种族歧视抗议浪潮， 要求
反思和清算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呼声高
涨。 在这一浪潮推动下，肖万成为几十
年来美国罕有的因对黑人滥用暴力被
判重刑的白人警察；6 月 19 日这个象
征美国奴隶制终结的纪念日成为美国
又一个独立日；尘封百年的塔尔萨种族
屠杀事件———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屠
杀黑人事件之一， 获得广泛报道和纪
念。拜登政府还颁布一项在全美范围内
推动种族平等、缩小种族间财富差距的
计划，并致力于推行在全美公立学校设

立“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让青少年了
解美国种族历史上黑暗的一面。民主党
掌控的国会众议院日前再度通过移除
国会大厦内美国历史上维护奴隶制人
物的纪念雕像的法案。

但总体上， 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
改变仍然浮于表面， 深层次变革阻力
重重。 以弗洛伊德名字命名的警务改
革法已在国会参议院搁浅数月之久 ；

一些共和党主政的 “红州” 颁行地方
法规， 阻止本州学校教授 “批判性种
族理论”； 围绕如何看待和讲述美国建
国和蓄奴历史 ， 左右两翼纷争不已 ，

难有定论 。 而政客们则着眼于 2022

年中期选举和 2024 年大选布局 ， 为
一己政治利益而大做文章。

美国种族问题的复杂性， 不仅在
于被高度政治化， 还在于与枪支泛滥、

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紧密交织， 同时
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 作为蓄奴
制历史的后果之一， 黑人家庭在美国

最贫困群体中所占比例一直过高； 而
教育、 住房到医保等几乎所有指标相
对白人都处于劣势。 今年 6 月份发布
的白宫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黑人家庭
所拥有财富中位数， 仅约为白人家庭
财富中位数的八分之一。

肖万量刑时， 弗洛伊德的弟弟菲
洛尼丝·弗洛伊德当庭表示： “你的肤
色不应该决定你是谁， 它永远不应当
成为一种武器。” 但骨感的现实是， 肤
色仍然影响着包括黑人在内的很多少
数族裔民众的成长与命途。 记者在美
国南部出差时， 曾遇到一名大学毕业
的黑人女子， 回到家乡城市找不到工
作。 她谈到原因时说， 在当地， 很多
公司看应聘者名字就能判断其肤色 ，

无声无息就拒绝了你。 一名美国媒体
人士也感叹说， 在美国， 白人的特权
不仅仅只是财富或地位， 更是社会观
念上的 “无罪推定 ” ———你是白人 ，

你就会是个好雇员 ， 会按时付房租 ，

不会进商店偷东西。

从 6 月 19 日到 7 月 4 日， 美国
这两个独立日之间， 仍然有着鲜明的
裂痕和距离。

新华社记者 徐剑梅 邓仙来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4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