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
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
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1年 7月 12日
债权基准日：2021年 4月 23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分行 借款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抵押人 担保/抵押合同编号 本金 利息 诉讼费用 债权合计

1 江北新区分行
南京法重贸易有
限公司

Ba165222003110028（人民币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 ）；A0465221903020007
（最高债权额合同）

1、林德叶（抵押人）；2、林德叶（抵押人）；3、陈正飞（保证
人）；4、林波（保证人）；5、林德叶（保证人）；6、天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保证人）；7、姚巧莹（保证人）。

1、Ec265221903150016 （林德叶最高额抵押）；2、Ec265221903150015
（林德叶最高额抵押 ）；3、Ea165222003100038 （陈正飞保证 ）；4、
Ea165222003100040 （林波保证）；5、Ea165222003100037 （林德叶保
证）；6、Ea165222003130052 （天盛控股保证）；7、Ea165222003100041
（姚巧莹保证）

68,000,000.00 4,007,758.13 0.00 72,007,758.13

2 江北新区分行
天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Ba165222003110027（人民币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 ）；A0465221903020006
（最高债权额合同）

1、林德叶（抵押人）；2、陈正飞（保证人）；3、林波（保证人）；
4、林德叶（保证人）；5、姚巧莹（保证人）。

1、Ec265221903020009 （林德叶最高额抵押）；2、Ea165222003100039
（ 陈 正 飞 保 证 ）；3、Ea165222003100042 （ 林 波 保 证 ）；4、
Ea165222003100036（林德叶保证）；5、Ea165222003100043（姚巧莹保
证）

69,000,000.00 4,088,019.36 0.00 73,088,019.36

3 江北新区分行
南京台林贸易有
限公司

Ba165222003110029（人民币流动资
金借款合同 ）；A0465221903110010
（最高债权额合同）

1、林德叶（抵押人）；2、陈正飞（保证人）；3、林波（保证人）；
4、林德叶（保证人）；5、林德育（保证人）；6、天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保证人）；7、姚巧莹（保证人）。

1、Ec265221903110014 （林德叶最高额抵押）；2、Ea165222003110046
（ 陈 正 飞 保 证 ）；3、Ea165222003110047 （ 林 波 保 证 ）；4、
Ea165222003110045（林德叶保证）；5、Ea165222003110044（林德育保
证）；6、Ea165222003130051 （天盛控股保证）；7、Ea165222003110048
（姚巧莹保证）

63,000,000.00 3,580,133.52 0.00 66,580,133.52

4 上海分行
上海锦灵国际货
物运输代理有限
公司

1.Ba1003521412159831（人民币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

1.杨文艳（保证人）；2.吴克明（保证人）；3.杨潮俊（保证人）；
4.杨文艳（抵押人）。

1.Ea1003521412159813（杨文艳保证）；2.Ea1003521412159814（吴克
明 保 证 ）；3.Ea1003521412159812 （ 杨 潮 俊 保 证 ）；4.
Ec2003521412159988（杨文艳最高额抵押）。

431,067.65 479,151.37 12,841.00 923,060.02

人物小传
张益辉，1968年出生，199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

市第四人民医院第九党支部书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曾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

“医德楷模”抗疫特别奖、上海市区域名医等荣誉。2021年获“上海市优秀党务工
作者”称号。

上海复星医药与台湾企业
签署疫苗销售协议
据新华社上海 7 月 11 日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11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 该公司所属复星实业与台积电、 鸿海
及永龄基金会日前已签订 mRNA 新冠疫苗的销售协议。 根据
协议， 复星实业将向上述采购方销售共计 1000 万剂该款疫苗。

上海复星医药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依照协议及正常商业规
则向台湾地区供应疫苗， 期待以此帮助台湾同胞加强疫情防
控， 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2020 年 3 月， 上海复星医药与德国 BioNTech 公司签订协
议， 参与 mRNA 新冠疫苗研发并拥有该疫苗在中国大陆及港
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 今年 1 月， 该疫苗获准在香港特别
行政区紧急使用。 今年 2 月， 该疫苗获澳门特别行政区卫生局
批准特许进口， 并用于澳门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今年 5 月以来， 台湾地区新冠疫情暴发， 一些县市、 企业
和民间机构提出希望向上海复星医药采购 BNT 疫苗。 复星医
药负责人当时明确表示， 愿意将疫苗服务于台湾同胞， 为岛内
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 但民进党当局迟至 6 月下旬才勉强同
意台积电、 鸿海及永龄基金会向复星医药集团洽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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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海日上海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上午 9 时， 2021 年中国航海
日上海主题活动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码头启动。 今年 7 月

11 日是第 17 个中国航海日， 近年来上海每年举办中国航海日
主题活动， 弘扬航海精神、 传承航海文化。

启动仪式上， 包括海员、 海上救助人员、 航海保障工作
者、 航海院校师生、 市民代表等共计一百余人组成列队， 共同
庆祝中国航海日。 所有中国籍民用船舶、 中国航运企业拥有或
经营的非中国籍船舶挂满旗， 上午 9 时统一鸣笛 1 分钟， 为航
海日营造热烈的节日氛围。 同时， 17 艘帆船以表演赛的形式
在黄浦江上绕标巡游， 向市民展示体育竞技类现代帆船， 让市
民近距离了解帆船项目， 弘扬拼搏进取的航海精神。

启动仪式结束后， 船艇公众开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浦江
游览 “申城之光” 轮、 海事巡航救助船 “海巡 01” 轮、 “海
巡 166” 轮 3 艘旅游、 救助、 海测船舶停靠国客码头， 供市民
免费参观， 进一步科普船舶知识， 传播航海文化。

船艇公众开放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我国妇幼核心数据居
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昨天是第 32 个世界人口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 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举办的
宣传活动上传出消息：2020 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6.9/10

万人，新生儿死亡率降至 5.4‰，两大妇幼核心数据处于中高收
入国家前列。

每年 7 月 11 日是“世界人口日”。 我国今年人口日主题为：

“生有所护，幼有所育”。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称，中国不断提
高妇幼健康服务水平，构建“生有所护”保障体系；打好“政策组
合拳”，构建“幼有所育”支持政策体系，中国愿意响应联合国人
口基金号召，积极分享中国经验、中国做法，为全球抗疫和人口
事业贡献力量。

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育儿焦虑、降低养育成本、促进
家庭和谐和幸福，我国还将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研究制
定营养膳食、卫生保健、疾病预防、卫生环境等规范。

副市长宗明出席。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上海“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人物小传
堵琳琳，1972年出生，199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上海

市风华初级中学校长、特级校长。她是上海市第四期“双名工
程”攻关计划主持人、上海市教育学会初中教育管理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她曾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四有”好
教师(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2021年，堵琳琳获评“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本报记者 张 鹏

堵琳琳：千方百计给学生最适合的教育
25 岁入党，29 岁走上了学校管理岗位，

在沪上教育圈，堵琳琳被大家称为“年轻老校
长”。 2008 年调任风华初级中学后，堵琳琳
凭着一股党员不服输的干劲，承担起基础教
育改革先行者的重任。 如今，风华初级中学
中考合格率接近 99%， 市区重点高中录取率
近 77%，办学质量在周边百姓中有口皆碑。

日前，在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

堵琳琳获评“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 她说，

作为一名“党员校长”，要时刻牢记立德树人
的教育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
要使命。

“党的教育者就是要为国家
培养有力接班人”

00 后们总喜欢用“学霸”来形容优秀的
同龄人。 但作为教育者，堵琳琳却认为“学
霸”一词窄化了优秀学生的内涵。在她看来，

随着时代发展，“优秀”的内涵在这个时代应
该是丰富的———学业拔尖、体格强健、心理
健康、情商智商双高，此外，还要有一定的组
织管理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单纯会读书的孩子，未来的路太窄。而
那些在掌握知识和技能基础上，对生活有饱
满热情的学生，常常在职场上有亮眼表现。”

按照堵琳琳的设想，从风华初级中学走出的
学生，都应该具备这样的素养。

每天与学生打交道， 堵琳琳深刻意识
到， 每一代学生身上都有浓郁的时代色彩。

而今的学生衣食无忧，让他们因为志存高远
而热爱学习， 这是教育者必须想在前面，并
且落到实处的。 风华初级中学设立“家长职
业寻访”德育课程，请学生到家长的工作岗
位上体验学习。 “看看父母在平凡的岗位上

如何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奉献，学生自然会
理解，心怀祖国，脚踏实地，才能实现人生价
值，成为对国家有用之人。 ”

尊重差异，为每个学生设立
“够得着”的课程目标

多年来，堵琳琳一直坚持学校课程改革
与创新。 “尊重差异，促进成长”是风华初级
中学的办学理念，在充分研究学生发展共性
规律的前提下，堵琳琳带领全校教师针对学
生个性差异规划学校课程，聚焦学生发展的
核心素养， 打造学生认同度高的课程体系，

满足他们的多元发展需求。

堵琳琳说， 允许每个学生以不同的路
径、方法、速度完成学习，这是对孩子学习过
程的尊重。早在 2012 年，风华初级中学就开
始探索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建设，将原本单
纯用分数评价学生，转向由学习过程、学习
态度、学习结果等多种元素构成的评价。

去年，风华初级中学六年级学生生源差
异较大，堵琳琳要求教师针对不同层次的学
生，开展分层教学，就连期末考试都按照不
同学情分层出卷。结果令人惊喜，调研显示，

升入七年级后，原本相对落后的学生学业水
平发展迅速，而且“分层学习让那些暂时落

后的学生感受到了满满的学业成就感，帮助
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让学生感受只要
努力就能收获好的结果。”对此，堵琳琳很是
自豪。

堵琳琳说，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
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每一名学生都是不
一样的，他们没有好坏的差距，只有个性的
差异。 如果我们充分尊重他们的差异，发扬
他们的长处。 我相信给一点阳光，他们都会
拥有属于自己的灿烂”。

打造“可亲、可敬、可信”的
优秀教师团队

从教以来，堵琳琳尤为感谢自己的两位
带教师傅———上海市闸北八中刘京海校长
以及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张人利校长，

两位校长对教育事业孜孜以求的激情始终
激励着她。如今，堵琳琳也到了“做师傅带徒
弟”的年龄，带出优秀的教师团队，是学校长
远发展的关键。

风华教育集团共有 280 多名教职员工，

其中党员 106 人。 作为党总支书记，堵琳琳
鼓励党员教师：“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党
员教师要率先垂范， 教书育人要走在前面，

还要主动参与课题研究，提升课堂质量。 ”

去年 10 月，年轻的 95 后道德与法治学
科教师陈力立要上一堂全区的思政公开课。

接到任务后， 年轻的陈力立既喜悦又紧张，

也曾在试讲过程中因为表现不理想而落泪。

堵琳琳得知后，在其后一个月，但凡有空，就
参与陈力立教学的听课、评课、磨课。一个月
后，陈力立的公开课得到一致好评。

让每位教师各具特色、各有所长。 在风
华初级中学，正是因为平等、专业的学术氛
围，造就出了一支优秀教师团队，为学校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与保障。

张益辉：做任何事都要无愧于胸前党员徽章
他是仁心仁术的行业楷模，用精湛的医

术给肺癌患者带来生机； 他是挺身而出的
抗疫先锋， 带领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以

下简称 “四院”） 15 名援鄂医疗队员逆行
武汉， 包揽了武汉三院 17 楼病区内所有核
酸采样工作 ； 他是后学眼中的知心老师 ，

为年轻医生的成长保驾护航……他就是同
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第九党支
部书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益辉。

日前 ，在上海市 “两优一先 ”表彰大会
上，张益辉获评“上海市优秀党务工作者”。

他直言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科室主任 ，

急、难、危、重的任务是我必须面对和承担的
职责，在这样的时刻挺身而出，才能无愧于
我胸前的党员徽章。 ”

武汉抗疫 55 天连轴转，承
担病区全部采样工作

去年 1 月 23 日， 上海四院接到组队援
鄂任务，张益辉第一时间请求带队支援。 他
给出的理由无法辩驳，“我的专业在呼吸，拥
有抗击 SARS、H7N9 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丰
富经验，阻击新冠，当仁不让！ ”他与上海四
院 15 名医护人员一起， 加入上海市第三批
援鄂医疗队，进驻武汉市第三医院。

在武汉，张益辉的名头很响，前线医护都
知道，武汉三院有名的“张验霸”。还曾有同事
在朋友圈直接“点名”，“武汉三院 17 楼病区
主任张益辉，要求所有核酸检测咽拭子操作
一人完成，把最危险的工作留给自己，使采
集正确率提高，节约核酸检测试剂……”

采样时，患者的飞沫容易喷出，每检测
一次，就是与病毒“面对面”一次。 承担所有
核酸采样工作，张益辉的初衷简单：核酸采

样是确诊新冠的重要依据，但有一定的风险
和技术要求，一个人上能将效益最大化。

在武汉坚守 55 天，张益辉雷打不动，每
天早上 5 点起床、6 点出宾馆、7 点进隔离病
房，8 点前完成病区全部核酸采样工作。 病
区里需要采样的患者在 10 位左右， 最多的
一天 20 多人。 为了保证上午四小时的工作
顺利，他早餐往往只吃一小碗粥、一个馒头
再加一个鸡蛋。

“党员医生更应该带头冲锋在一线，既
能给同事以专业上的指导，也会让自己的内
心更加踏实。”受张益辉事迹的感动和影响，

上海四院 2 名医护人员火线入党，8 名医护

人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鼓励后学勇于尝试，“一切
责任我来承担”

1991 年，张益辉从南通医学院毕业，次
年进入上海四院工作，一干就是 30 年。

在上海四院，一批优秀的老主任、老党
员给张益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往往
不计较个人得失，凡事冲在前头。 对下级医
生的培养，我也是继承了老主任的传统。 一
是勇于担当责任，二是毫无保留传承。”他更
是想方设法鼓励年轻医生勇于尝试。 一次，

张益辉带着呼吸科医生吕晓慧做 CT 定位
下肺穿刺检查，患者有一个 3 厘米左右的肿
块，离胸壁较远，需进针 10 厘米左右。 第一
次“破肺”这么深，吕晓慧心里没底，不太敢
操作。 张益辉和他一起定位，研究进针方向
和深度，同时鼓励他：“有我在，放心去做。如
果有并发症，一切责任我来承担！ ”

在张益辉的鼓励下，吕晓慧鼓起勇气成
功完成了这一次操作。 此后，他对 CT 定位
下的肺穿刺活检越来越有心得，慢慢成长为
科室的中坚力量。 去年援鄂，吕晓慧与张益
辉并肩作战，还在武汉前线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如今已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

30 年来在老家停留未超三
天，患者的事就是天大的事

张益辉是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爱人
马晓文说：“在张益辉的世界里，患者的事永
远是天大的事。 只要医院和科室需要，无论
白天、黑夜，无论节假日还是大年夜，他都想
尽办法第一时间赶回医院。 ”

老家海门离上海并不远， 可 30 年来，

张益辉从没在家停留超过三天。 他的日程
里永远只有工作， 面对荆棘丛生的医学大
道， 他选择用最笨也最有效的方法去披荆
斩棘。

从医以来，张益辉成功救治 800 余例危
重症患者 ， 治疗癌性胸腔积液有效率达

95％，达到上海市领先水平。每周，张益辉还
会抽出半天时间前往医联体内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设专家门诊，带教全科医生。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时刻将群
众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首位。 张益
辉说： “身为党员医生， 我最大的心愿就
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 让每一位患者都
能自由呼吸。”

■本报记者 李晨琰

七星彩第第 21079 期公告
中奖号码： 1 1 2 5 0 8 + 11

一等奖 0 0 元

二等奖 19 23559 元

三等奖 18 3000 元

四等奖 1033 500 元

五等奖 15223 30 元

六等奖 398297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02364710.10 元

排列 5 第 2118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2 9 9 1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182 期公告
中奖号码： 2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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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