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深圳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许海松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深圳崇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800万债权
本金对应的权利依法转让给许海松。 现以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许海松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许海松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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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许海松
2021年 8月 31日

深圳崇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许海松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务人 担保人 债权本金 诉讼案号

1 上海善诸实业有限公司 唐小龙 王雅美 800万元 （2019）沪民终 292号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栖山路支行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编码：B0004S231000188

许可证流水号：00189980

批准成立日期：1994年 04月 22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栖山路 1417-1425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收回日期：2021年 08月 09日
邮政编码：200136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终止营业，并收回《中华
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专家视点

如何接管喀布尔机场考验塔利班
美军拟今日完成撤离，阿富汗安全形势依旧严峻

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 美军将按

计划完全撤离喀布尔国际机场。20 年

前,美国以政治豪赌的姿态进入“帝国

坟场 ”阿富汗 ，持续战争的代价就是

10 多万平民的伤亡以及数万亿美元

的付诸东流。 20 年后，终于决心从阿

富汗的泥淖中抽身的美国却离开得异

常艰难和沉重———持续不断的恐怖袭

击、 令人心碎的难民潮和举步维艰的

和平进程。

连日来的袭击和伤亡如阴云一般

笼罩在喀布尔的上空。 法国总统马克

龙 29 日表示，法国和英国会在 30 日

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提出一项紧

急决议 ， 呼吁在喀布尔设立 “安全

区”， 允许想要离开阿富汗的人在此

停留。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

汗代表日前称，喀布尔机场将是未来

阿富汗境内人道主义援助活动“至关

重要的生命线”， 日后如何保障喀布

尔机场的安全和正常运营，也是亟待

解决的问题。

塔利班拒绝设立“安全区”

近日， 喀布尔的安全警报不断拉

响， 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据路透社报

道，有 5 枚火箭弹 30 日射向喀布尔国

际机场， 美军机场防御系统拦截了部

分火箭弹， 初步报告显示暂无人员伤

亡。 29 日，喀布尔一栋居民楼遭火箭

弹袭击，造成 6 名平民死亡，包括妇女

和儿童。 26 日，喀布尔机场接连发生

两起爆炸袭击事件， 逾百人死亡，“伊

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宣布对事件负责。

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呼吁美方推

迟撤军的最后期限， 保证机场安全平

稳过渡， 确保想要离开的阿富汗民众

和在阿人员完全撤离。 但美国总统拜

登仍执意在 8 月 31 日前完成撤离。

对此，“政客”网站援引法媒《星期

日报 》29 日对马克龙的采访报道称 ，

法英两国决定在 30 日联合国安理会

开会商讨阿富汗局势时提出一项紧急决

议草案， 旨在在喀布尔设立一个联合国

控制下的“安全区”，“以允许人道主义行

动继续进行”。 不过，对于马克龙的上述

建议，塔利班发言人沙欣 29 日在接受法

国新闻广播电台采访时回应表示， 没有

设立“安全区”的必要，“这是没必要的，

阿富汗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法国或英

国境内可以建立这样的区域吗？ ”

外媒称， 美军撤离意味着多年来帮

助北约和美、 欧军队的阿富汗人将无法

在规定时间内离开， 目前一些欧洲领导

人将就阿富汗当地民众的撤离继续与塔

利班接触谈判。马克龙表示，他设想未来

对阿富汗民众的疏散可以通过喀布尔的

其他机场或邻国进行。 不过，沙欣表示，

美军从阿富汗撤离后， 持有护照和有效

签证的阿富汗民众仍可自由前往国外。

土耳其考虑帮助运营机场

美军撤离后，喀布尔机场这一“生命

线”的安全和运营将是未来的重中之重。

美国政府日前表示， 近日喀布尔机

场还可能发生类似的恐袭事件， 外界不

禁担忧，美军“匆忙”撤离后是否会给机

场留下一片安全真空地带。 英国《卫报》

称，塔利班目前已经部署了额外的部队，

并几乎封锁了喀布尔机场， 新部署的检

查站封锁了通往机场大门的所有路线，

将对进入机场的人员进行严格检查。

此外，据外媒报道，土耳其将通过一

家私人安保公司为机场提供安全保障，

其员工由前土耳其士兵和警察组成。

在 26 日的机场恐袭事件发生后，塔

利班另一发言人穆贾希德在接受法国 24

台采访时称，由于塔利班在美方撤离前

无法控制机场， 导致无法筛查所有人。

他指责美方即使只控制了喀布尔机场

这么小的一个地区， 依旧带来了麻烦。

穆贾希德表示在美军撤离后，“我们的

首要任务是恢复阿富汗的安全”。 俄罗

斯卫星通讯社 30日报道称， 机场很快

就将完全转移到塔利班控制之下。

喀布尔机场破旧的基础设施能否

满足商业飞行的要求为外界所质疑。

据报道， 土耳其正在考虑向塔利班提

供技术援助以保证机场运营。 土耳其

外长恰武什奥卢表示， 喀布尔机场的

跑道、塔楼和航站楼等需要维修，然后

才能适用于民航。 目前喀布尔机场执

飞的航班仍限于军用领域。 塔利班目

前希望尽快恢复商业航班， 并且正在

与卡塔尔和一些运营商进行讨论。

敦促美方停止
阻挠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言行

针对有中国留学生在美机场入境时遭盘查并被遣返，外交部：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 （记者成
欣 王宾）针对近日有中国留学生在美机

场入境时遭盘查并被遣返， 外交部发言

人汪文斌 30 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停止利用各种借

口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无端限制和打压，

停止阻挠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言行。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

悉， 近日有三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休斯

敦机场入境时遭美方盘查， 随后被认定

可能 “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遭遣返。 外

交部是否知情？ 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说 ， 8 月 15 日 ， 三名中国

留学生持合法签证在美国休斯敦机场入

境时遭美方盘查并遣返回中国， 理由是

三人受中国政府资助或在其个人手机内

发现军训照片 ， 因而被怀疑有军方背

景。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他表示， 美方以捕风捉影甚至是荒

唐的借口遣返中国留学生， 严重损害中

国赴美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 严重破坏

中美正常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 这种针

对特定国家留学生的歧视性做法， 与美

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理念和 “欢迎中

国留学生” 的表态完全背道而驰， 与开

展国际人才交流的时代潮流完全背道而

驰， 是开历史倒车， 理应受到谴责。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 停止

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无端

限制和打压 ， 停止阻挠破坏中美人文

交流的言行。 中方将继续支持中国留学

人员依法维护他们的正当合法权益 。”

汪文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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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民众持续抗议驻韩美军生化实验

近日， 韩国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

协会向釜山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

院认定驻韩美军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间

多次向韩国境内运送剧毒和有害物质的

行为违反韩国相关法律, 被告为美军德

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及驻韩美军司令保

罗·拉卡梅拉。 目前，法院已受理诉讼。

2015 年，美国犹他州一军事研究机

构通过一家美国快递公司， 以普通包裹

形式向韩国乌山空军基地寄送具有活性

的炭疽杆菌样本。该事件遭到《韩民族日

报》等媒体曝光后，美军自 2013 年 6 月

起在韩国秘密开展的生化武器研究计

划，即“朱庇特”计划被公之于众。

根据韩国防部 2015 年底公布的资

料， 美军在 2009 年至 2015 年期间曾数

次将炭疽杆菌标本运送到韩国， 并进行

过 16 次实验 ，2015 年还运进过一次鼠

疫杆菌。《韩民族日报》报道称，韩国军事

专家表示，美军早在 1998 年 9 月就已在

驻韩美军基地建立炭疽杆菌实验室，项

目涉及的样本除炭疽杆菌外， 还有一种

名为 A 型肉毒杆菌毒素的剧毒物质，其

毒性是炭疽杆菌的 10 万倍。

“朱庇特”计划曝光后，美军向韩国

境内运送生化物质的行为仍在继续。 据

韩国疾病管理厅向国会议员提交的资料

显示，驻韩美军从 2017 年到 2019 年，每

年都向釜山港第八码头、群山、乌山、平

泽美军基地运送生化武器试验样品。 以

釜山港第八码头的美军生化实验室为

例，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分别运入 10

瓶、26 瓶和 56 瓶生化武器实验样品。

大韩消防安全教育文化协会表示，

美军秘密向韩国境内运送炭疽杆菌一事

于 2015 年被揭露后，驻韩美军仍继续非

法向韩国境内运送肉毒杆菌毒素、 葡萄

球菌类毒素、 蓖麻毒蛋白等剧毒和有害

物质， 并在美军基地用这些物质进行生

化实验。韩国《生化武器法》和《传染病预

防法》 等多部法律对上述物质的运输和

相关实验均有严格限制。 但驻韩美军无

视韩国法律规定， 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就

向韩国境内秘密运送这些物质并进行生

化实验，危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协会对

此表示谴责。

韩联社报道称， 要求关闭釜山港第

八码头生化实验室的釜山市民团体表

示，由于“朱庇特”计划中存在“活性介质

试验”环节，因此怀疑美军运进了有可能

被激活的生化武器实验样本。资料显示，

美军运至韩国的生化武器样品数量逐年

增加， 表明美军在韩的生化武器试验也

在不断扩大和加强。 韩国《统一新闻》报

道称，“朱庇特”计划曝光后，美军一直没

有公开在驻韩美军基地进行生化武器实

验的真实情况。

近年来， 随着驻韩美军进行生化实

验的消息不断被媒体曝光， 韩国民众对

此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也日益高涨， 多个

民间团体持续前往美军基地外进行抗

议。 釜山市民和社会团体成立了居民投

票促进委员会， 旨在敦促市政府同意以

居民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关闭釜山港的

美军生化实验室，这一要求得到近 20 万

釜山市民的签名支持。该委员会表示，釜

山港第八码头周边有 5 所学校和 10 余

个住宅小区，是人口密集区。美军生化实

验设施的存在给釜山市民健康和安全造

成威胁， 美军必须关闭位于釜山港的生

化实验室，将生化武器撤出韩国。

（载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

■马 菲

■本报记者 沈钦韩

德国总理候选人首次同台辩论
多项民调显示社民党占据优势

德国总理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 8

月 29 日在黄金时段举行 ，60 岁的联

盟党候选人拉舍特对阵 63 岁的社民

党候选人肖尔茨和 40 岁的绿党候选

人贝尔伯克。

《图片报》在电视辩论前几个小时

发布的民调显示，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肖尔茨代表的社民党支持率攀升至

24%； 现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

支持率跌至 21%的历史低点；而绿党

的支持率稳定在 17%左右。

另据德国 RTL 电视台对 2500 名

收看电视辩论的观众调查显示 ，36%的

观众认为肖尔茨赢得了电视辩论 ，30%

的观众支持贝尔伯克，只有 25%的观众

认可拉舍特的表现。

现任北威州州长的拉舍特承认联盟

党在民调中表现不佳， 联盟党由默克尔

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妹党基督

教社会联盟组成。 “我一直在逆风而行。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需要坚定和可靠，”

拉舍特说，“艰难时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是联盟党可以提供的”。 但法新社报道

称，拉舍特的这番言论并没有感动观众，

人们依然对他在 7 月视察洪水灾情时在

镜头前与人说笑的表现感到失望。

拉舍特在电视辩论中还把 “枪口”对

准了近期颇具人气的社民党。他提醒中右

翼保守派选民，中左翼社民党迄今为止还

没有排除与极左翼政党结盟的可能。

拉舍特还就阿富汗局势批评了默克

尔领导的联邦政府，身为财长的肖尔茨正

是联邦政府中的重要一员。拉舍特说：“这

是一场灾难，对西方来说是一场灾难，对

德国政府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

但拉舍特的指责似乎并没有影响肖

尔茨的表现。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肖尔茨

礼貌谨慎的发言使他在容易失言的竞争

者中占据优势。

德国《世界报》评论道：“肖尔茨与他

的竞争对手不同， 他在选战中体现了

政治家的形象。 无论是在 7 月洪灾期

间，还是在阿富汗危机期间，他总能找

到合适的词句（去表达）。”该报纸还认

为， 对于那些希望德国继续延续默克

尔执政期间朴实作风的选民来说，他

们更可能投票给肖尔茨。

《南德意志报》则提醒默克尔所在

的基民盟正处于危机之中， 基民盟已

经领导了四届联邦政府， 目前它必须

努力争取 “参与到下一届政府的组阁

谈判中”“在基民盟总部， 他们现在把

希望寄托在（未来还有两场的）总理候

选人电视辩论上”。

阿富汗局势令德国大选充满变数

面对阿富汗局势发生的巨大变

化，塔利班实现权力交接，以美国为首

的北约以及德、 法等欧盟国家不得不

面对军事干预惨败的结局。然而，塔利

班的闪电夺权显然打乱了德国原定的

撤离计划。由于缺乏事先预警，大量人

员来不及撤离， 被封锁在通往喀布尔

机场的路上，撤离行动一度停滞。德国

国内亦手忙脚乱， 各种撤离计划决策

速度缓慢，错过最佳撤离时间。

因此， 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首当

其冲，遭到社会各界指责，批评人士称

他们没有对阿富汗局势突变做好准

备，浪费了时间，他们的犹豫不决导致

未能及时撤出阿富汗当地工作人员。 有

德媒指出， 正是联邦政府这一失策导致

当地人员的死亡，并讽刺“政治危机大于

人权危机”“生命为政策失误买单”。德国

总理默克尔在面对媒体时亦说 “这是德

国对阿富汗形势估计的重大失误”，并承

认西方国家在阿富汗军事行动失败，“西

方价值体系的信任危机将由此产生”。

当前，即便撤离行动已陆续展开，德

国国内对联邦政府的质疑也未曾停歇。

首先是撤离人数问题。 联邦政府目

前还未能给出确切的撤离人数 （包括在

阿富汗工作的德国人， 以及为德国工作

的当地人）， 特别是阿富汗当地人的数

量，德国百姓普遍认为政府预估过少、准

备不足，忽略了家庭人数。

其次是撤离方案问题。 在阿富汗许

多亟待撤离的人根本无法通过重重阻碍

抵达机场。即便德国飞机出现在阿富汗，

他们也坐不上撤离飞机。 如何解决路线

问题，德国政府目前仍未给出具体方案。

再次是难民接收数量问题。一方面，

德国政府要尽量消除 “外界指责德国接

收阿富汗难民人数过少”的声音，兑现对

帮助过德国的阿富汗人的救助承诺；另

一方面，面对国内巨大压力，联邦政府绝

不能重蹈 2015 年难民潮覆辙，更不能承

受右翼势力趁机异军突起的风险。

最后是阿富汗难民的安置和安全问

题。 尽管目前默克尔称德国将接收大约

1 万名阿富汗人， 但是各州人数分配额

问题难以统一， 安置准备工作等尚在讨

论，迟迟未能公开决策。加之此次撤离事

急从权， 赴德签证以及安全审核等手续

一律置后，当前的做法是人先撤离，抵达

德国后再补办，这是否会再次引发“失去

控制”的难民潮，并导致国内犯罪率和

失业率短期内迅速回升，亦需观察。

面对阿富汗目前混乱局势， 德国

政府不得不承受国内、国际双重压力，

因此迫切希望与更多欧洲国家团结一

致， 共同解决阿富汗政权更迭后留给

西方的烂摊子。默克尔本月访俄时就明

确希望俄方能够支持撤离阿富汗行动，

但普京与默克尔在阿富汗问题上存在

分歧。更麻烦的是，德国即将大选，执政

联盟推选的总理候选人民调持续走低。

内外压力兼施下，联邦政府和执政联盟

必须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否则阿富汗

难民政策将成为继水灾之后，在野党进

行博弈的有力工具， 而执政联盟将遭

到一众在野党的猛烈围攻。（作者分别
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
中心主任、助理研究员）

■本报记者 吴 姝

■陈壮鹰 李春蓝

美军承认空袭或伤及阿平民
使用无人机对“伊斯兰国”目标空袭

多家媒体报道有多名阿富汗平民

死于美军 29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发动的一次空袭后， 美军不得不推翻

起初“无平民伤亡”的说法，称存在这

种可能。

美军使用无人驾驶飞机 29 日再

次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

目标实施空袭， 瞄准喀布尔一处居民

区。多名美方官员称，摧毁一辆载有“多

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汽车，从而解

除针对喀布尔机场“迫在眉睫”的威胁。

美军最初声称， 没有迹象显示平民

在空袭中死伤。不过，这一说法很快遭媒

体“打脸”。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目击者和

遇难者家属的话报道， 空袭致使一户阿

富汗家庭 9 人死亡，包括 6 名儿童，最小

的年仅两岁。

死者家属说，家里停着两辆车，父亲

和 3 个孩子在其中一辆车上， 原本打算

出门。 报道援引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的话

说，空袭地点与这户家庭住址相符。

另据美联社报道，一名阿富汗政府官

员透露，美方空袭导致三名儿童死亡。 多

名目击者说，机场附近居民区内的两辆汽

车遭遇空袭，包括儿童在内的多人死亡。

就平民伤亡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

发言人厄本说， 正在评估空袭结果，“如

果有无辜者丧生，我们将深感悲痛”。 厄

本说， 那辆汽车被击中后发生剧烈的二

次爆炸，表明车内载有大量爆炸物，可能

造成“更多伤亡”。

喀布尔机场外 26 日发生自杀式炸

弹袭击， 美军 13 人死亡、18 人受伤，

至少上百名阿富汗人丧生。 “伊斯兰

国”阿富汗分支宣布发动这次袭击。作

为报复，美军无人机 27 日在楠格哈尔

省“定点清除”，致“伊斯兰国”阿富汗

分支成员两死一伤。

机场爆炸袭击发生以来， 许多阿

富汗人仍在寻找亲友下落。 英国广播

公司 29 日报道， 一些遇难者家属说，

他们的亲人并非直接死于爆炸， 而是

在混乱中被美军等外国士兵开枪打

死。 美国国防部暂时没有回应这一报

道内容。

阿富汗塔利班谴责美军 27 日和

29 日的空袭，认定在阿富汗领土发动

空袭侵犯了阿富汗主权。

安晓萌 （新华社专特稿）

26 日， 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爆炸时产生大量烟雾。 新华社发

四级飓风“艾达”登陆路易斯安那州
为历史上袭击美国大陆的第五大飓风

据新华社休斯敦 8 月 29 日电 （记

者徐剑梅） 四级飓风 “艾达 ” 29 日登

陆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 最大持续风

速达每小时约 240 公里， 带来危及生命

并可能引发洪水的狂风暴雨和风暴潮。

综合美国气象部门和媒体报道 ，

“艾达” 于当地时间 29 日中午在路易斯

安那州富尔雄港附近登陆， 港口一些建

筑屋顶被掀掉。 电力监测网站实时数据

显示 ， “艾达 ” 已导致路易斯安那州

45 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 。 美国地质调

查局说， “艾达” 使自北向南流入墨西

哥湾的密西西比河在该州新奥尔良市附

近 “极其罕见地” 出现倒流。

据报道， “艾达” 是历史上袭击美

国大陆的第五大飓风， 28 日深夜至 29

日凌晨其最大持续风速在 5 小时内增加

了 72 公里。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约翰·爱

德华兹 29 日表示， “艾达” 是在该州

登陆的 “最强风暴之一”， 登陆前增强

速度 “前所未有”。

“艾达” 登陆前， 美国总统拜登已

批准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进入紧

急状态。

美国气象部门警告说， 除路易斯安

那州外， 南部的亚拉巴马州、 佛罗里达

州和密西西比州部分地区也将遭到 “艾

达” 冲击， 面临洪水、 龙卷风、 风暴潮

等灾害。

另据美国安全与环境执法局消息，

“艾达” 登陆前， 美国在墨西哥湾 95%

以上的石油生产已经关停， 288 个油气

生产平台的工作人员被疏散。

2005 年 8 月 29 日， 飓风 “卡特里

娜” 登陆路易斯安那州， 冲垮新奥尔良

市的防波堤， 导致美国南部受灾地区逾

1800 人死亡 ， 造成上千亿美元损失 。

新奥尔良防洪系统此后斥资 140 亿美元

升级， 这次 “艾达” 来袭对其构成严峻

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