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贷款本金（基准

日9月20日）
欠息（基准日
9月20日）

费用 合计

1
上海华明锐特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明锐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
明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0540229、
0540229BC

192,284,710.09 2,580,972.89 5,000.00 194,870,682.98

2
上海至丰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

六户联保（汉凌、常安、畅晓、至丰、踏求、光
创）、上海广信担保有限公司、上海汉凌实业
有限公司、苏继标、林丽芳、王功忠

0133110 4,799,005,.68 4,411,426.28 1,120.00 9,211,551.96

3
上海汉凌实业有限
公司

六户联保（汉凌、常安、畅晓、至丰、踏求、光
创）、上海广信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常安工贸
有限公司、谢雪芳、林万樑、刘颖、张圣皓

0133109 4,500,000.00 4,373,768.06 8,873,768.06

4
上海畅晓物资贸易
有限公司

六户联保（汉凌、常安、畅晓、至丰、踏求、光
创）、上海广信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光创钢铁
有限公司、林栋、郭芸娟

0133112 4,482,920.95 4,453,791.83 8,936,712.98

5
上海常安工贸有限
公司

六户联保（汉凌、常安、畅晓、至丰、踏求、光
创）、上海广信担保有限公司、上海踏求贸易
有限公司、阮东东

0133114 4,799,904.07 4,399,769.38 1,120.00 9,200,793.45

6
上海光创钢铁有限
公司

六户联保（汉凌、常安、畅晓、至丰、踏求、光
创）、上海广信担保有限公司、上海至丰贸易
发展有限公司、钱新春、陈清燕

0133111 3,130,979,10 4,478,833.67 7,609,812.77

7
上海踏求贸易有限
公司

六户联保（汉凌、常安、畅晓、至丰、踏求、光
创）、上海广信担保有限公司、上海畅晓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姚守云

0133113 3,953,215.45 3,977,029.76 7,930,245.21

8
上海盛握物资有限
公司

四户联保（金宿、铭南、盛握、博顺）、上海广信
担保有限公司、上海铭南经贸有限公司、谢后
锦、林艳

0133106 4,800,000.00 4,676,479.47 560.00 9,477,039.47

9
上海博顺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

四户联保（金宿、铭南、盛握、博顺）、上海广信
担保有限公司、上海盛握物资有限公司、陈蕊
桃、叶剑森、叶雯绮

0133107 4,151,765.64 4,451,899.37 8,603,665.01

10
上海金宿贸易有限
公司

四户联保（金宿、铭南、盛握、博顺）、上海广信
担保有限公司、 上海博顺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陈志裕、郑小杨

0133103 4,799,999.58 4,396,138.78 9,196,138.36

11
上海铭南经贸有限
公司

四户联保（金宿、铭南、盛握、博顺）、上海广信
担保有限公司、上海金宿贸易有限公司、郑小
杨、章婉卿、黄振雄

0133105 4,599,999.60 4,308,908.79 8,908,908.39

合计 236,302,500.16 46,509,018.26 7,800.00 282,819,318.4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拟对于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受让的上海华明锐特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等 11户债权进行转让处置，截至 2021年 9月 20日（债权基准日），该资产包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 236,302,500.16元，账面利息
46,509,018.26元，诉讼费 7,800.00元，共计 282,819,318.42元。
处置方式：整体或部分的债权打包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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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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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1-68685529 通讯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000号 32楼 邮政编码：200120
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劳先生 联系电话：021-6868939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2021年 11月 3日
附：转让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拥有对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微乐服饰有限公司 2户债权及其从权利，拟进行转让处置，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拍卖、挂牌转让、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
截至 2021年 10月 25日，债权资产情况如下表：

注：1、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清偿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约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
计算。 2、上述债权及其项下从权利一并转让。 3、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约
定为准。
一、交易条件：交易对象信誉好，有付款能力，需按我司处置方案要求支付转让价款，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二、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人的管理层或其直系亲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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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四、受理公示事项联系方式：联系人及联系电话：后先生 021-6326 8603。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15号 7层
五、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326 8597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二路 15号 7层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2021年 11月 3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债务人 本金余额（单位：元） 担保方式 保证人

1
新疆拉夏贝尔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 332,400,000.00

上海市闵行区谭竹路的房屋、占用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保证担保

上海微乐服饰有限公司、 成都乐微服饰有限公司、拉
夏贝尔服饰（太仓）有限公司及拉夏贝尔服饰（天津）
有限公司，邢加兴

2
上海微乐服饰有
限公司 347,776,589.09

上海市闵行区谭竹路的房屋、占用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保证担保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张峻榕

■本报记者 陆纾文

■本报记者 刘 畅

伊朗：解除制裁是同美国对话的前提
美一边宣布实施新制裁一边联合英法德发表声明要求伊朗先恢复履约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伊朗外

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日称，伊朗正

在等待美国采取措施解除制裁并履行

承诺，“在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前， 德黑

兰不会考虑通过任何形式同华盛顿进

行对话，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哈提卜扎德是在周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作此表态的 。 他同时表

示，美英法德四国领导人日前有关伊

核计划的声明是“非建设性的”，不符

合现实 。 他强调伊朗的核活动属于

“和平性质“，称伊朗不寻求制造核武

器 ，核武器在伊朗的国防战略中 “没

有位置”。 他还指责美国和欧洲三国

不负责任 ，不履行承诺 ，违反了联合

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因而造成了今天

的伊核问题僵局。

10月30日，美英法德四国领导人

在G20罗马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发表

声明对伊核计划表示担忧，称伊朗加

快了“挑衅性核活动”的步伐。美总统

拜登在声明中 “明确承诺 ”只要伊朗

恢复履约，美国愿重返并全面遵守伊

核协议，而针对伊朗的相关制裁也将

会解除 。但声明同时强调 ，只有伊朗

先行作出改变，“这一切才有可能”。

但在伊朗看来，华盛顿才是如今

伊核问题僵局的始作俑者 。“美国不

遗余力地扼杀核协议，对德黑兰实施

了各种残酷的制裁，阻碍了伊朗与其

他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哈提

卜扎德在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

国声称准备重返谈判，但华盛顿的计

划和行动迄今未能证明这一说法。我

们已经受够了这些空话！”

就在10月30日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

声明的前一天， 美财政部宣布制裁两家

伊朗企业及相关3名个人，称其为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圣城旅”的无人

机项目提供“关键支持”，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无人机司令部指挥官阿加贾尼也

在这份名单上。“美国还用一些与核问题

完全无关的理由对伊朗实施额外制裁，作

为它‘极限施压’计划的一部分，” 哈提卜

扎德说：“只有美国解除非法制裁我们才

重启会谈，伊朗不会为了谈判而谈判。”

2015年7月， 伊朗与美国、 英国、法

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2018年5月， 美国政府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 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

对伊制裁。2019年5月以来， 伊朗逐步中

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采

取措施“可逆”。今年1月拜登就任美国总

统后，美伊双方都表达了谈判意愿。伊核

协议相关方今年4月开始在维也纳举行

会谈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 迄今已举

行6轮。但由于美伊分歧严重，以及伊政

府换届，新一轮会谈迟迟没有举行。

伊朗方面多次强调，伊决心继续参与

谈判，但谈判应“全面和有效地”解除非法

制裁，确保伊朗对外经贸正常化，并为不

再发生背弃承诺的行为提供“可信保证”。

而美方则认为， 恢复履行伊核协议是一

个技术问题而非时间问题， 因为伊朗在

核项目上取得的进展到某一时刻将无法

逆转，因此谈判窗口不会永远敞开。美国

伊朗问题特使马利此前表示， 不排除对

伊朗使用外交以外的“其他手段”。

分析人士认为， 制裁所导致的石

油出口锐减和海外资金冻结， 使得伊

朗国内经济长期陷入困境， 伊朗有通

过谈判解除制裁的强烈意愿。但是，由

于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 重新恢复国

际原子能机构对核设施的全面监督等

措施更容易实现，而美方在解除制裁、

解冻资金等过程中可能面临复杂情

况， 因而伊朗更希望美国能够迈出第

一步。10月27日，伊朗副外长巴盖里-

卡尼在布鲁塞尔与欧盟代表举行磋商

后表示， 伊朗同意在11月底前重启伊

核谈判，但他次日又表示，新一轮谈判

的唯一目标是 “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残

酷和非法制裁”。

充分暴露美方的不透明和不负责任
外交部回应“美核潜艇撞上不知名海底山”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记者朱
超 温馨）针对美国海军新近发布的上个

月美 “康涅狄格” 号核潜艇撞击调查报

告，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 日再次敦促

美方详细说明事故有关情况， 充分回应

地区国家的关切疑虑。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

海军对外发布了上个月美“康涅狄格”号

核潜艇撞击调查报告。报告称，该潜艇因

撞击了一座“不知名的海底山”导致严重

受损，并非跟其他船舰相撞。中方对此有

何回应？

汪文斌说， 中方已经就该事故多次

表明严重关切， 要求美方采取负责任的

态度，作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

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们看到的是，事故发生一周后，

美方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说

核潜艇撞上了不明物体。 事故发生近一

个月后 ，美方又说撞上了 ‘不知名的海

底山’， 还将事故地点刻意模糊为所谓

的‘印太地区国际水域’，对核潜艇的航

行意图 、事故发生的具体地点 、是否在

别国专属经济区甚至领海、究竟有没有

造成核泄漏以及破坏海洋环境等外界

严重关切和疑虑的问题，始终没有作出

明确的说明。 这充分暴露了美方的不透

明和不负责任。 ”他说。

汪文斌说，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详细

说明事故的有关情况， 充分回应地区国

家的关切疑虑。“关键是要停止派军舰军

机四处滋事挑衅、炫耀武力，停止损害别

国主权安全的行径。 否则此类事故恐怕

不会更少、只会更多。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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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COP26代表团与联合国秘书长进行会谈
新华社英国格拉斯哥 11 月 2 日电

（记者郭爽 许凤 ） 11 月 1 日 ， 在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六次缔

约方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召开首日， 习

近平主席特别代表、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

特使解振华， 中国代表团团长、 生态环

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进行会谈。

古特雷斯对习近平主席向世界领导

人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给予积极评价，

高度赞赏习主席关于维护多边共识、 聚

焦务实行动、 加速绿色转型的建议。 古

特雷斯希望中国代表团在 COP26 期间

一如既往积极发挥影响力， 加强与各方

沟通协调 ， 为推动 COP26 取得成功贡

献力量。

此外， 双方就各方加强务实合作、推

动绿色转型，增强南北政治互信、落实为

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携

手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俄罗斯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政府发布“战略”阐释“脱碳路线图”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 11 月 1 日批

准了 《俄罗斯到 2050 年前实现温室气

体低排放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战

略” 称， 俄罗斯将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

时实现温室气体低排放目标 ， 即到

2050 年前俄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在 2019

年水平上减少 60%， 同时比 1990 年的

这一排放水平减少 80%， 并在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

近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多个场合

谈及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目标。

10 月 13 日， 普京在 “俄罗斯能源周 ”

上表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

气生产国， 俄罗斯将在 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 普京称， 俄罗斯已经准备好就

地球的长远发展与所有国家进行密切的

建设性合作。 10 月 31 日， 普京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的视频讲话中再

次提出， “俄罗斯决定实施 2035 年前

提高能源效率的新计划 ， 不晚于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为此， 俄罗斯有必要

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量， 将推广新型农

业技术和新的森林利用机制。

俄媒认为， 俄政府发布的 “战略”

是对普京 “脱碳路线图” 的具体阐释。

俄政府网站消息显示， “战略” 对俄罗

斯低碳发展和减排前景提出以提高森林

等生态系统固碳能力、 实现能源转型为

基础的 “目标计划”。 俄将按照 “目标

计划 ” 中的发展路径实现减排和碳中

和， 实现经济 “脱碳” 发展。

具体来看 ， 俄罗斯的 “脱碳路线

图” 一方面包括减少化石燃料生产和运

输， 在石油开采领域引入现代系统； 一

方面继续开发多元的能源资源储备， 让

天然气、 氢气、 氨气等在低碳能源结构

中发挥更大作用。

不过分析也认为， 经济 “脱碳” 也

对俄罗斯未来在环境立法、 政府部门重

构、 行业重组、 对外经济发展等方面提

出挑战。 尤其在政府部门和行业重塑方

面， 俄罗斯作为全球能源大国， 石油天

然气资源在其整体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

位置， 这些行业也是寡头云集之地。 未

来如何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将是政府和

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萨博案或将影响拉美政治走向
美国长臂管辖强行引渡委政府特使，马杜罗指责美国“实施绑架”

当地时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门撤

销了对委内瑞拉政府特使亚历克斯·萨

博8项指控中的7项， 以求符合佛得角的

引渡条例， 为此前的强行引渡行为提供

合理性。此前，萨博的律师已于10月28日

代为发声，宣布自己“将不会在听证会上

认罪”。

分析认为，近年来不少拉美国家的右

翼政府接连执政失败，促使拉美出现左翼

政治力量回归政坛的趋势。 通过萨博案，

美国希望能够有效对冲拉美左翼回潮力

量，为右翼盟友政府巩固执政地位。

让美国不顾一切“绑
架”到本土的萨博为何许人？

美国于2019年以“洗钱罪”指控萨博，

后者于同年6月在佛得角被捕。 经历了一

年多的拉扯后，今年10月16日，美国不顾

佛得角引渡条例规定，强行将萨博引渡至

美国，并于10月18日开庭审理。对此，委内

瑞拉总统马杜罗愤怒地指责美国对委外

交官“实施绑架”，要求美国立即放人。

能让美国不顾一切地把人“绑”到本

土，萨博究竟何许人也？

萨博案可谓美国施展长臂管辖粗暴

打压反美国家的又一典型事例。 现年49

岁的萨博是马杜罗政府的特使， 亦是协

助委内瑞拉突破美国经济封锁、 采购重

要物资的关键人物。 由于委内瑞拉长期

反对美国对委和拉美左翼的打压行为，

自马杜罗2018年5月连任委总统以来，美

国以质疑选举结果为由， 一方面大力扶

植反对派，另立异见领袖瓜伊多为“代总

统”，另一方面大举实施经济制裁，联合

欧盟对委进行经济封锁， 致使委内瑞拉

国内的基本物资供应成为问题。

在此背景下，哥伦比亚商人萨博脱颖

而出，他曾在查韦斯时代就作为建材采购

商参与了政府的保障住房计划，多年来与

查韦斯派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委

内瑞拉遭美国封锁后，萨博又与委军方合

作参与了“食品袋计划”，即协助政府绕开

美国封锁进行国际采购，定期为民众发放

基础物资。为此，萨博被委内瑞拉政府任

命为特使出访友好国家，并持有委外交护

照以保护其人身安全。

萨博游走于各国的采购活动引起了

美国的关注，2018年，特朗普政府将萨博

列入了被制裁委内瑞拉官员名单， 冻结

了萨博在美资产；2019年又以洗钱等七

项罪名起诉萨博， 称其利用包括美国在

内的多条国际渠道， 为马杜罗政府 “洗

钱”。2019年6月，萨博的私人飞机在佛得

角转机期间，佛警方出动将其逮捕。尽管

美宣称未曾指挥或参与逮捕， 但事实则

是行动期间， 美国军舰直接开赴佛得角

海域，为该行动“压阵”的意图不言而喻。

将萨博由佛得角引渡至美国， 不仅

违反了佛得角本国的引渡条例， 还遭到

了来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反对。今年9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议美国“暂时搁

置引渡提案”，遭到美国无视。在美国影

响下， 佛得角参议院最终投票通过了引

渡提案，将萨博交给美国处置。

从萨博口中获取情报
为美国真正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明

面上一度对马杜罗政府展现出温和友好

的态度， 并作为中间人协调委执政党与

反对派间的对话， 实则背地里操纵着各

种力量进一步对委围堵、施压。

今年8月和9月， 委内瑞拉政府与反

对派先后就政治进程以及应对外部制裁

等问题举行会议。 马杜罗得知萨博被引

渡后，愤然指责美国此举是“破坏委内瑞

拉和平的背后捅刀行径”，并立即宣布中

止原定10月17日与反对派在墨西哥举行

的对话， 以示对美国粗暴侵犯萨博人权

和委内瑞拉外交尊严的强烈抗议。

有媒体指出， 美国引渡萨博的直接

目的是切断马杜罗政府的供应渠道，进

一步增加其执政压力和国内矛盾。 实际

上， 萨博案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

委内瑞拉一国。判罚委内瑞拉的“采购商

特使”是假，推动认罪交易、从萨博口中

获取情报才是真。 美国想通过萨博掌握

更多对马杜罗政府不利的证据，以尽快实

现“倒马”目的，同时也能杀鸡儆猴地震慑

国际上其他支持马杜罗政府的国家。

萨博案的最终走向仍取决于他本人

的决定。 在给妻子的信中， 萨博称自己

“不会承认未曾做过的事”。 他还特别声

明将活着继续斗争， 如果自己在被扣押

遭逢意外，一定是遭到了暗杀。据美国媒

体报道， 美检方对萨博的初步量刑是25

年监禁， 在审讯中或以撤诉减刑等优待

条件尝试与萨博达成协定。 萨博的最终

态度不仅将决定他个人的命运， 还将影

响委内瑞拉乃至更大范围的政治走向。

国际 公告 广告

美儿童或于本周“开打”新冠疫苗
美国白宫1日说， 正在分装和运输用

于5岁至11岁儿童的新冠疫苗， 可能在本

周晚些时候开始为这一年龄段儿童接种。

白宫应对新冠疫情协调专员杰夫·津

茨当天在疫情简报会上说，联邦政府有足

够全美2800万5岁至11岁儿童用的新冠疫

苗。津茨说，这一年龄段儿童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可望本周晚些时候启动，8日起将

“全力推进”。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沃伦斯基在疫情

简报会上说，截至上周末，美国7日平均

日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约6.9万例 ，7日

平均日增死亡病例约1100例。 沃伦斯基

认为，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迫在眉睫。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0月29日批

准美国辉瑞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紧急使用于5至11

岁群体。 林淑婷（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0 月 27

日， 伊朗副外

长巴盖里-卡

尼（左）访问布

鲁塞尔欧盟总

部 。与欧盟官

员 举 行 会 晤

后 ， 巴盖里-

卡尼宣布， 伊

朗同意今年11

月底前恢复伊

核谈判。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