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嘉兴沪信一
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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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
务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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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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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21年 10月 26日

序号 借款人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包括抵押人）
1 上海晋卫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7100050 张帅、海林林、余根淼、张方敏、俞云郢
2 上海千都石材有限公司 DLLY201307100053 林孝雪、俞云郢、方茶花、余根淼、张方敏
3 上海冉雨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7100051 俞云郢、余根淼、张方敏
4 上海史图石材有限公司 DLLY201307180027 黄聿仁、韦秋吉、余根淼、张方敏、俞云郢、
5 上海熙文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7100052 余根淼、张方敏、俞云郢
6 上海皓倾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1250035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繆步棉、繆忠妹、张芳华
7 上海井基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1250034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何振坚、龚惠环、张芳华
8 上海巽熙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1250032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夏海华、张芳华
9 上海如伟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1250036 上海川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张显林、陈美英、李志荣、林碧雄、张芳华、黄文静
10 上海冬兰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8270068 张俊、张雄、朱健、上海冬兰实业有限公司
11 上海阁星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4140004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金树逢、陈细娇
12 上海万迎物资有限公司 DLLY201304090090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杨政东、周翠容
13 上海翟红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DLLY201304090091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郑敬容、张光惠
14 上海福莘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4110050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肖鲁斌、刘雅智
15 上海彭氏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DLLY201304100094 上海松闽城仓储有限公司、肖鲁洪、陈丽花、彭作华、林秀凤
16 上海昶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306260098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吴小青、王勇
17 上海文澜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1210042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廖庆文、刘海英
18 上海升禄合商贸有限公司 DLLY201311290059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孔祥国
19 上海同质二手车销售有限公司 DLLY201308270053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吴月娥、韩同广
20 上海宇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312200037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罗慧琴
21 上海宁峰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DLLY201308270054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邵宁、祝秀梅
22 上海斯诞特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DLLY201306260091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
23 上海端嘉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9170061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刘阳
24 上海端嘉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404170025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刘阳、上海端嘉贸易有限公司
25 上海润健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10090024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吴友建、陈华
26 上海润健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404170021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陈华、上海润健贸易有限公司、吴友建
27 上海神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11290063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施展鸿
28 上海神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10230033 上海盐商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施展鸿、上海神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9 上海伯武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1220050 余根淼、张方敏、江源、夏红林、熊星、阮辉
30 上海幽诺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1220047 余根淼、张方敏、余根淡、阮辉、夏红林、熊星
31 上海资缘物资有限公司 DLLY201401220051 阮辉、夏红林、熊星、余根淼、张方敏
32 上海富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DLLY201301220066 叶富春、陈忠玉
33 上海耀晟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04070040 黄辉鹏、潘月红、刘辉、赖蓉蓉

34 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 DLYY201401270043
上海德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幸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服龙、苏玲、台州红富士被
服有限公司

35 上海红富士家纺有限公司 DLYY201403200024
上海德威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上海幸福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董服龙、苏玲、台州红富士被
服有限公司

36 上海丰聚机电有限公司 DLYY201309230022 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王成兹、刘铃光、刘雅清
37 上海丰聚机电有限公司 DLYY201309250061 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王成兹、刘铃光、刘雅清
38 上海丰聚机电有限公司 DLYY201310220063 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王成兹、刘铃光、刘雅清
39 上海丰聚机电有限公司 DLYY201310280043 福建省福安市万利漆包线有限公司、王成兹、刘铃光、刘雅清

40 上海川翎工贸有限公司 DLLY201307240061
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秀、张竹妹、魏南
飞、黄传海、陈开明

41 上海三然建材有限公司 DLLY201307240058
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秀、陈玉金、黄传
海、陈开明

42 上海市闵行区新创闽建材经营部 DLLY201307240063
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秀、黄少华、黄传
海、陈开明

43 上海玉众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7240060
上海方中圆建材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翔闭、张玉、黄永明、叶宏秀、张伦生、刘慧
青、黄传海、陈开明

44 上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LYY201402210028 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波惠海贸易有限公司、李兆会
45 上海海博鑫惠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LYY201402210027 山西海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甬波惠海贸易有限公司、李兆会

46 上海狮跃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309220035
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称光、张静、宋声春、魏敦花、宋声达、张立
霞、宋陈锋、杨艳、宋声铭

47 上海憬晔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9220037
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声铭、宋声春、魏敦花、宋声达、张立霞、宋陈
锋、杨艳

48 上海满岙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9220041
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陈锋、杨艳、宋声春、魏敦花、宋声达、张立
霞、宋声铭

49 上海竹汇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309220036
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宋琪、祝凤桂、宋声春、魏敦花、宋声达、张立
霞、宋陈锋、杨艳、宋声铭

50 上海睿颜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09220038
上海城大胶合板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李平、魏惠容、宋声春、魏敦花、宋声达、张立
霞、宋陈锋、杨艳

51 上海广昆物资有限公司 DLLY201306060046 陆立梅、徐瑞斌、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2 上海牛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DLLY201306060044 冯耀勇、陈静、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王伟石材经营部 DLLY201306060048 王伟、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4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振波石材经营部 DLLY201306060049 赵振波、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5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根来水产行 DLLY201307180058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胡根来
5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敬涛水产经营部 DLLY201307180038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马敬涛
5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王俊水产铺 DLLY201307180049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王俊
58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大梅水产行 DLLY201307180045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徐冬梅
59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子林地板经营部 DLLY201310310010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张馨月
60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广德建材经营部 DLLY201310310006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陈明明

61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高翔橱柜经营部 DLLY201310310007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高长洪
62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沈孝建材经营部 DLLY201310310013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沈孝
63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华邦地板经营部 DLLY201310310009 王进山、杜罗珍、吴友建、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4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尚都石材经营部 DLLY201310310012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辛长兵
65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金波水产行 DLLY201306050053 金波、吴友建
6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大雷水产行 DLLY201306050062 陈雷、吴友建
67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雨琳水产经营部 DLLY201306050056 高琳、杜旭娜、吴友建
68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添雨水产经营部 DLLY201306050059 高添、吴友建
69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福生水产行 DLLY201306050017 潘福生、吴友建
70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小峰水产经营部 DLLY201306050027 吴云峰、吴友建
71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大雨水产行 DLLY201306050038 周宝雨、吴友建
72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梁林木石材经营部 DLLY201305090043 梁林、孙玲玲、吴友建
73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泰辉地板经营部 DLLY201305090049 卢泰辉、龚建玲、吴友建
74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春连卫浴经营部 DLLY201305090041 吴春连、夏美丽、吴友建
75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徐永军石材经营部 DLLY201305090045 徐永军、张静、吴友建
76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陈瑞香地板经营部 DLLY201305090050 陈瑞香、吴井泉、吴友建
77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曹珊石材经营部 DLLY201401240044 吴友建、曹珊珊、封天芳、周美芬
78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巴库地板经营部 DLLY201401240050 吴友建、朱娉萍、封天芳、周美芬
79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夏文彬陶瓷经营部 DLLY201401240049 吴友建、夏文彬、周琴琴、封天芳、周美芬
80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郭锐石材经营部 DLLY201401240051 吴友建、郭锐、张海霞、封天芳、周美芬
81 上海伊莲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DLLY201308060049 上海芝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吴友建、葛恒丽

82 上海亘得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12230060

杨德贵、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3 上海珩基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1120002

杨孟飞、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4 上海鸿沪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12300023

真小球、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5 上海集溱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12230042

潘佐强、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6 上海起亮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312230040

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企宝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7 上海藤泉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DLLY201312230053

黄观铃、张爱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8 上海驭喜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1130047

邵龙春、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89 上海誉升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312230056

何妙意、宋东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0 上海锦莱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5

薛春坡、张敏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1 上海盛鹰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4

张新鹰、张密红、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2 上海仝建商贸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3

黄传熙、何梅英、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3 上海先连贸易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7

杨飞荣、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4 上海叶荣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2

张积艳、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5 上海佩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38

杨君怡、上海易智机电五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96 上海升一电器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0

孙科永、上海易智机电五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97 上海熠惠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5120041

赵泽坤、上海易智机电五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98 上海德露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DLLY201406100020

张建牡、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99 上海瑞天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406100021

范长峰、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100 上海申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DLLY201406100019

陈许文、程年梅、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101 上海淅薇实业有限公司 DLLY201406100022

周文政、王秀琼、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102 上海效颜商贸有限公司 DLLY201406100018

杨文秀、范泽贵、上海国际机电五金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张月生、杨德凤、上海超强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杨德坚、真丽球、上海圣鑫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帅卓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上海企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张雅玲

103 上海美展商贸有限公司 DLLY201402080029 毛艳艳、无锡市万利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峰达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徐向阳、赵建芳

嘉兴沪信一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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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米尔济约耶夫连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第一时间表示祝贺

25 日，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选举委

员会主席尼扎姆霍贾耶夫宣布， 总统

选举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该国现任总

统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以 80.1%

的得票率赢得此次大选。

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的数据， 此次

大选共有 1621.2 万公民参与投票， 投

票率为 80.4%。 根据相关规定， 选民投

票率超过 33%选举则被视为有效。

此次大选投票于当地时间 24 日

8 时开始，于当天 20 时结束。 包括自

由民主党提名的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

夫在内共 5 名候选人参加竞选。

除米尔济约耶夫外， 其余四位候

选人的得票率分别为： 人民民主党提

名的瓦里索娃得票率 6.6%；“民族复

兴 ” 民主党提名的卡德罗夫得票率

5.5%; 生态党提名的奥布洛穆罗多夫

得票率 4.1%；“公正”社会民主党提名

的阿卜杜哈里莫夫得票率 3.4%。

乌兹别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表

示，此次选举共设立 10760 个投票站，

包括在国外 49 个国家开设的 55 个固

定投票站和 316 个移动投票站 。 约有

2125 万选民登记参与当日总统选举投

票。各投票点均已采取必要措施，以符合

新冠疫情防控要求。

来自 50个国家和包括独联体、 上合

组织及欧安组织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的

观察员对选举进行监督。上合组织观察团

团长、 上合组织副秘书长阿希莫夫 25日

表示，此次大选符合国家立法和国际义务

的要求，没有违规，是自由、合法、民主的。

独联体执行秘书列别杰夫指出，投票组织

得很好，符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和

选举法，符合民主选举原则，所有候选

人都有机会展示，有机会在必要的范围

内与选民会面，机会是平等的。 欧安组

织在选后的初步报告中也对竞选进行

积极的评价，称中选委的工作确保了此

次选举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初步结果宣布后， 米尔济约耶夫

向选民和自由民主党发表讲话， 感谢

选民信任，并强调称“没有回头路，乌

兹别克斯坦只会前进”。

俄罗斯总统普京、 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 塔吉克

斯坦总统拉赫蒙等也在初步结果出炉

后向米尔济约耶夫表示了祝贺。 普京

祝贺米尔济约耶夫在 24 日举行的选

举中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并强调

称两国的务实合作和建设性互动有助

于确保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

此次总统投票最终结果将不迟于

11月 3日公布， 新的国家元首必须在

投票之日起 2 个月内上任。 按照乌宪

法规定,总统任期为 5 年。 现任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在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

后于 2016年 12月首次赢得了选举。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遭武装人员控制
据新华社喀土穆 10 月 25 日电 （记

者马意翀） 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办公室 25

日发表声明说，总理哈姆杜克当天早些时

候在其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居所中 “遭绑

架”，并“被武装人员带往去向不明的地方”。

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

说， “安全部队抓捕数名主权委员会成

员以及部分政府部长和政界领袖”， 并

要求 “苏丹军事领导人对政府总理人身

安全承担一切责任”。

另据当地社交媒体传播的消息， 担

任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的军方代表布尔

汉已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苏丹过渡政府文化和新闻部稍早时

候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 军方人员冲

击了位于喀土穆的新闻广播大厦并已控

制大厦内数名工作人员。

目前喀土穆当地网络与手机信号已

被切断 。 电视画面显示 ， 民众走上街

头， 情绪激动， 有人点燃轮胎， 并向一

些设施投掷石块。 很多人聚集在苏丹军

方总指挥部， 抗议拘押政府成员。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此前已经多次提

醒在苏丹中国同胞与中资企业加强防

范， 注意安全。

苏丹政坛近期面临严重分歧。 军方

领导人要求改组政府内阁， 而部分政府

官员则指责军方计划夺取政权。 苏丹过

渡政府的支持者与亲军方的支持者分别

于近日在首都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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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前哨战出师不利 岸田“压力猛增”
在日本参议员补选投票中，执政联盟支持的候选人一胜一负

10 月 24 日深夜， 日本当天举行的

两场国会参议员补选投票结果出炉，执

政的自民党与在野党分别支持的候选人

一胜一负，打了个平手。

24 日的参议院议员补选是岸田文

雄 10 月 4 日就任新首相后的第一场大

型选举， 也被日本朝野势力视为将于本

月 31 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的一场前哨

战。 岸田文雄原本希望连下两城的希望

破灭，面对采访只能表示将“严肃对待”。

24 日补选的参院选区是山口县和

静冈县， 是自岸田 4 日上任以来的首场

“国家级”选举。在保守派重镇山口县，执

政盟友公明党推举的前自民党副干事长

北村经夫以较大优势击败两名在野党对

手，第三度当选国会参议员。

静冈县的竞争十分激烈， 开票结果

一直处在胶着状态，最终结果直到 24 日

晚 11 时左右才得以揭晓。在该县知事川

胜平太的支持下， 以无党派身份参选的

新人山崎真之辅， 最终战胜了执政联盟

支持的自民党人若林洋平。

纵观这两个选区的形势，不难看出，

山口县作为自民党的 “保守派大本营”，

北村在自民党的支持下赢得选举从开局

就显得没有什么悬念。但是，今年 6 月刚

在静冈县知事选举中败选的自民党显然

对选举结果心存担忧。 在野党在静冈县

没有推举候选人， 但出于反对自民党的

目的，在野的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联

合支持山崎，起到很好的选举效果。

对岸田领导的自民党来说， 抗疫对

策不力和经济刺激政策效果不明显等是

此次参院补选战绩不佳的重要原因。 在

静冈补选期间， 岸田曾两次到静冈为若

林站台助选，虽然是岸田亲自到场，但吸

引的民众却寥寥。 再加上此次静冈的低

投票率， 种种迹象都表明日本民众正在

对选举失去信心。

静冈的补选就像是自民党的一次真

正“考试”，这次考试结果不仅预示着在

此次在野势力联合力度加大的众院选举

中，自民党面临的压力正在增大，也对明

年夏季的参院选举有着关键的影响力。

岸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多种因

素导致了（静冈的）这一结果。 我们将切

实分析并振作心情， 朝着众院选举继续

努力。”而在野党则将此次胜利看作是越

来越多的民众对自民党日渐失望的表

现， 在野党方面期待静冈补选结果能为

众院选举助力。

25 日，岸田前往自民党选情处于劣

势的大阪府进行街头演说和拉票活动，

在整个行程中，岸田并未提及补选结果。

舆论分析认为， 岸田担心这一结果的提

及会对自民党今后的选战不利。

为了更好地应对后半程选举活动，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远藤利明 24 日

晚呼吁众议员候选人 “以岸田总裁为中

心团结一致”。 私底下， 自民党内部告

诫候选人抓紧拉票 。 自民党25 日晚召

开了选举对策总部会议， 加紧研究众院

选举尾声阶段的战略。 与自民党联合执

政的公明党方面也表示将详细分析静

冈选举的失利原因 ， 以期重振今后的

选情。 （本报东京 10 月25日专电）

土耳其“入盟”进程再现跌宕
总统埃尔多安下令宣布10国大使“不受欢迎”

近日， 围绕是否释放被土耳其当局

指控参与未遂政变的商人、 社会活动家

卡瓦拉， 土方与法德美等西方 10 国的

争端不断升级。 继日前土外交部批评上

述国家发表 “不负责任” 的声明后， 土

总统埃尔多安 23 日表示， 他已指示外

交部长宣布美法德等 10 国驻土耳其大

使为 “不受欢迎的人 ”。 不过截至 25

日， 没有国家收到土方的 “逐客令”。

据报道，埃尔多安 23 日出席活动时

发表讲话说， 这 10 国大使发表无礼声

明，“他们不能理解土耳其 （国情） 的那

天，就得走人”。他讲这番话时，群众中传

出欢呼声。 埃尔多安补充说：“我给外交

部长下了命令，必须宣布这 10 国大使为

‘不受欢迎的人’，立即办理。 ”

埃尔多安之所以放出如此狠话， 起

因于 10 国日前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 。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当地时间 18 日晚

上， 10 国大使馆联合发表声明 ， 呼吁

土耳其释放已被拘押 4 年的卡瓦拉 ，

并谴责土方对卡瓦拉长期羁押 ， 审理

久拖未决 ， 质疑该案给 “对土耳其民

主 、 法治和司法系统的透明度蒙上一

层阴影”。

据报道， 卡瓦拉拥有家族企业和基

金会， 一些西方媒体称他为慈善家和人

权活动人士。 卡瓦拉因涉嫌参与土耳其

2013 年反政府示威和 2016 年未遂政

变， 目前被检方以从事间谍活动和企图

推翻政府等罪名拘押 。 土法院近期裁

定， 将于 11 月 26 日举行听证会， 决定

是否释放卡瓦拉。

10 国使节于 19 日被召到土耳其外

交部， 与土官员进行了约 20 分钟的会

面。 土外交部会后发表一则声明， 谴责

10 国就土耳其正在审理的卡瓦拉案件

发表 “不负责任” 的联合声明， 且 “越

过可接受的外交行为界限”， 土方 “无

法接受”。

听证会临近， 要求释放卡瓦拉的舆

论此起彼伏 。 除了 10 国的联合声明 ，

欧洲人权法院也施压土方。 欧委会则警

告称， 如果在欧委会部长理事会 11 月

开会前土方仍拒绝释放卡瓦拉， 欧委会

将对土耳其采取措施， 土方可能会失去

欧委会成员资格。

早已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已启动

“入盟”谈判的土耳其，“入盟”进程因为

难民安置、 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归属等问

题反复跌宕。近年来，欧盟各国政府更是

严词指责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不再符

合“入盟”的“标准”，土耳其一直面临欧

委会报告的严厉审视。

欧委会在 19 日发布报告指出， 尽

管埃尔多安在今年 4 月重新承诺为成为

欧盟成员国而努力， 但是安卡拉方面并

没有认真对待欧盟提出的改革要求 ，

“欧盟对土耳其民主、 法治、 基本权利

和司法独立性持续恶化的严重关切尚未

得到解决， 许多领域出现了进一步的倒

退”， 声明还严厉指出， 土耳其的 “入

盟” 谈判实际已经陷入停滞。

对此， 土外交部 19 日回应称， 该

报告显示了欧盟的 “双重标准”， 并驳

斥了 “不公平的批评和毫无根据的说

法 ”， 尤其是在司法和基本权利领域 。

土方补充说欧盟提出了不成比例的调查

结果， 并没有评估土在内政治理、 打击

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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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在乌首都塔什干，米尔济约耶夫获胜后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