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合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合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宁波合雅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 2019年 06月 20日依法转让给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合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

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宁波合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
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
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者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
实际计算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1. 宁波合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姚先生：15902174600

2. 上海振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吴先生：13817696466

2019年 8月 9日
附件一：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 本金
利息（暂计至

2017年 03月 31日）
借款合同编号 保证人名称 抵押人名称

上海宝冠钢铁有限公司 6,732,142.57 3,158,843.58
平银（上海）贷字（2012）第

（B1001200501200491）

上海融真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魏祖斌、吴爱平、上海吉

钢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海瑞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嘉

圣经贸有限公司、 上海鑫贮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无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接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师大出版社” )及上海

熊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吟公司”）的委托，指派王国利做出如下郑重声明：

根据广西师大出版社和熊吟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1、《ひとりでとっくん365 日》（中文版书名：《儿童思维训练 365 日》）（共 12 册） 系日本株式会社幼儿

教育实践研究所 (以下简称“幼儿教育所” )拥有版权的风靡日本的丛书。

2、幼儿教育所已于【2018】年【6】月【7】日独家授权广西师大出版社、熊吟公司作为《ひとりでとっくん

365 日》（中文版书名：《儿童思维训练 365 日》）（共 12 册）在中国的独家使用权（包含复制权、发行出版权、

上映权、公共播放权、翻译及编辑在内的相关权限）和打击前述出版物的盗版的权利。

幼儿教育所与上海百花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百花”） 于 2007 年签订的授权合同已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到期终止，双方未达成任何延展协议，相关一切授权亦于同日终止。 在前述授权到期后，

上海百花侵犯了幼儿教育所的前述《ひとりでとっくん365 日》（中文版书名：《儿童思维训练 365 日》）的著

作权，恶意完全抄袭《ひとりでとっくん365 日》（中文版书名：《儿童思维训练 365 日》）的内容，并出版了署

名为“百花学习塾编著的《百花儿童思维训练丛书》（中国中福会出版社出版），该侵权书籍目前仍在淘宝热

销，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及误解。

有鉴于此，现本所律师代表广西师大出版社和熊吟公司正式声明如下：

一、 上海百花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的前述抄袭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日本株式会社幼儿教育实践研究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熊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 《儿童思维训练 365 日》 拥有的著作

权。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上海百花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及上海熊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包括但不限于

申请诉前禁令、提起诉讼、请求行政机关查处等）追究上海百花教育培训有限公司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王国利 律师

二〇一九年八月九日

律 师 声 明

■邹志强

专家视点

■本报记者 王卓一

■本报见习记者 沈钦韩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4 日宣布，

该国军队将进入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

河以东的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开展军事

行动。 7 日， ，耳其国防部发表声明

称， ，耳其与美国军事谈判代表团就

在叙利亚北部建立 “安全区 ” 达成

一致 。

仅仅时隔 3 天， ，美多次谈判未

果的在叙建立“安全区”问题就突破僵

局， 是否意味着，耳其的出兵威胁对

美国起了作用？

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库尔德武

装力量的崛起成为，耳其的心腹大

患。 ，耳其尝试通过军事打击库尔德

人 ， 谋求在叙利亚北部建立 “安全

区”， 以影响叙利亚局势和美国的政

策选择。 “幼发拉底河之盾”、 “橄

榄枝” 军事行动、 以及与美国达成联

合巡逻叙利亚曼比季的协定， 都将目

标指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与俄罗斯达成伊德利卜协议后，

埃尔多安多次表态将在幼发拉底河以

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特别是去年 12 月

美，谈判的关键时刻， 埃尔多安密集宣

称可能随时开展军事行动。 美国总统特

朗普对于从叙利亚撤军的立场出现反

复，埃尔多安表示不能无休止地等待。

，耳其近来不断向边境地区增兵，

埃尔多安 4 日表示，，耳其将不再沉默，

进军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是此前“反恐”

行动的延续。

，耳其一直要求在叙利亚北部建立

一条 32 公里宽的“安全区”，并清除地区

内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 要实

现这一目标无外乎两种方式： 直接派

军队武装打击， 或通过谈判取得关键

外部力量美国的支持，合作建立“安全

区”。今年以来，，美两国就建立“安全

区”问题持续磋商。

从现实来看， ，耳其更希望通过

谈判建立自己期待的“安全区”，兵不

血刃地占领叙利亚北部与之接壤的全

部地区，削弱并完全隔离库尔德武装。

7 月下旬， ，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

卢威胁称，如果与美国不能达成协议，

，耳其将独自建立 “安全区”；8 月 2

日， ，耳其外交部发言人称，耳其的

耐心已经十分有限。 在，美军方 5 日

举行新一轮会谈前， 埃尔多安再度宣

布出兵，对美国施压的意味明显。

美，之间近年来危机不断， 战略

互信持续下降， 但两国在战略上仍然

互有所需， 并未中断在中东地区的安

全合作和协调。 在叙利亚局势更加明

朗的情况下， ，耳其反复施压美国在

其与库尔德武装之间做出选择， 博弈

结果不仅关系到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

命运， 也将对两国关系走向产生重要

影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第二轮激战，吉前总统终被带走
被指控涉嫌贪腐、以权谋私、非法占有土地等多项罪名

7 日， 发生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

附近科伊塔什村一整夜的激战， 引来

了各界的关注。 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曾

经历两次政权更迭的中亚国家， 如今

是否会因为当局决定逮捕前任总统阿

坦巴耶夫而再度动荡， 成了各方关注

的焦点。

继前一晚抓捕阿坦巴耶夫行动失

利后 ， 吉当局于 8 日下午再度调集

15 辆警用大巴 、 防暴车辆等向科伊

塔什方向进发， 随即对别墅发动第二

轮强攻。 原本计划在比什凯克市内举

行 “无限期集会” 的阿坦巴耶夫支持

者也立即驰援 。 据当地多家媒体消

息， 双方经过再度激战， 阿坦巴耶夫

及其两名重要亲信于晚间被警方带

走。 吉内务部随后确认， 阿坦巴耶夫

已被带到内务部接受调查。

然而 ， 发生在前总统乡村别墅

周围的激战似乎没有对首都比什凯

克的市民造成什么影响。 8 日早晨的

比什凯克一如往日平静 ， 盛夏的首

都 ， 因为人们纷纷外出避暑显得更

加安静。

不过， 吉国的政坛从来不像首都

表面上的生活一般安静。 特别是近一

年来， 围绕着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和

前任总统阿坦巴耶夫的政治缠斗愈演

愈烈。 不时有当局要对阿坦巴耶夫动

手的消息传出 ， 但又不断被现实否

定。 7 日夜间的行动， 似乎是那只悬

在半空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只是这只

靴子落得不太稳 ， 特种部队的第一

轮抓捕行动因为遭到激烈抵抗没有

成功 。

这次对阿坦巴耶夫的逮捕行动，

原因十分复杂 ， 有直接触犯法律的行

为， 其中掺杂的他与热恩别科夫的恩怨

似乎也是人尽皆知的秘密 。 今年 6 月

底， 就在议会进入暑期休会前的最后关

头， 总检察长扎姆希托夫在议会上做了

针对阿坦巴耶夫指控的调查报告。 这份

报告显示， 阿坦巴耶夫涉嫌贪腐、 以权

谋私、 非法占有土地、 干涉司法等多项

罪名。 议会据此最终在 6 月 27 日投票，

以 103 同意、 6 票反对的结果罢免了他

的 “前总统 ” 身份和相对应的司法豁

免权。

这一决定仿佛一针催化剂， 立时将

阿坦巴耶夫阵营的反抗活动推向了新的

高潮。 在位于比什凯克南部 20 余公里

的科伊塔什村， 坐落着阿坦巴耶夫的私

人别墅。 其前总统身份被罢免后， 他的

支持者们开始在别墅内外聚集， 并且成

立了 “民众指挥部”。 当时就有媒体拍

到 ， 大批被褥 、 移动厕所被运往别墅

内， 别墅内甚至已经预备了用茅草掩盖

的石块。 只是当时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

还辩驳说， 这些石块是准备用来装饰别

墅的。 现在看来， 这些石头恐怕在昨晚

都被扔向了冲进别墅的特种部队。

事实上， 阿坦巴耶夫对当局的对抗

并不是从 6 月开始的。 热恩别科夫接任

总统后， 阿氏并不愿交出权力。 他离职

前在众多部门安排下一众亲信。 热恩别

科夫则在初步调整完人员构成后， 开始

强力推进反腐工作。 随着反腐的不断

深入， 前总理伊萨科夫、 比什凯克市

前市长库尔玛托夫、 伊布拉伊莫夫等

高管纷纷落马， 而矛头则或明或暗地

指向阿坦巴耶夫。 渐渐坐不住的阿坦

巴耶夫开始不断为自己造势， 包括举

行集会、 接受采访等等， 利用一切机

会和场合抨击现政权， 矛头直指总统

热恩别科夫。 昔日同为社会民主党内

战友的二人， 早已势同水火。

眼见形势紧张， 不少人将希望寄

托在了与吉国有着盟友关系的俄罗斯

和普京本人身上。 7 月间， 热恩别科

夫和阿坦巴耶夫先后在莫斯科与普京

会晤。 普京虽然试图安抚、 缓和二人

关系， 稳定吉国局势， 但在同阿坦巴

耶夫会晤后的表态似乎显示， 天平正

在向热恩别科夫一侧倾斜。 普京当时

呼吁吉国民众同现任总统保持团结，

并劝阿以民众利益为重。

6 月底开始至 7 月间， 吉内务部

就阿坦巴耶夫任期内释放犯罪集团头

目是否合法一事， 连续 3 次传召其至

内务部作证。 但阿坦巴耶夫似乎不愿

面对自己失去司法豁免的事实， 屡屡

拒绝前往作证。根据吉国法律，警方传

唤 3 次不到，即可采取强制措施。 7 日

晚间的强攻便是根据这一法律执行。

如今， 在吉国政治学者奥斯曼别

托夫看来， 无论此前阿坦巴耶夫在博

弈中有多大优势， 经过一晚的激战，

都已在法律程序上输了个彻底。 暴力

抗法、 非法拘押国家强力部门人员，

都已严重触犯了法律。 现在需要观望

的， 只是对峙双方究竟是愿意坐下来

谈判， 以平息局势， 还是把这个国家

再度拖入动荡之中。

（本报比什凯克 8 月 8 日专电）

军方与反对派签署首份协议，向文官政府移交权力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和主要反对派

“自由与变革联盟”4 日在首都喀土穆签

署了关于组建国家过渡时期治理机构的

“宪法宣言”首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苏

丹军方同意组建联合主权委员会， 并监

督组建过渡文官政府和议会。

该协议由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克卢和 “自由与

变革联盟”主要领导人艾哈迈德·拉比共

同签署。按计划，双方将于本月 17 日，在

国际政要的见证下，举行最终签字仪式。

协议签署后， 反对派领导人互相拥

抱和祝贺。在喀土穆，苏丹人民还举行了

盛大的庆祝活动。

分析普遍认为，此举将为苏丹组建文

官政府铺平道路。 据报道，即将成立的联

合主权委员会由 6 名文官和 5 名军方代

表组成，其中 5 名文官来自反对派“自由

与变革联盟”， 另一名文官人选须获得双

方同意。 而一名军方人士将在前 21个月

主导这一委员会的运作， 接下来的 18个

月将由一名文官接手。由文官和军方代表

混合组成的联合主权委员会将努力助推

苏丹平稳过渡到三年后的全国选举。

据悉， 联合主权委员会人选将在 18

日公布。 而过渡文官政府总理人选和内

阁名单将在 20日和 28日公开。 按计划，

联合主权委员会 9月 1日将与内阁会面，

今后 3 个月内将组建由 300 人组成的立

法委员会。 其中， “自由与变革联盟”

将占据三分之二席位。 这些举动也被视

为苏丹和平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达克卢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道，“我们以共同团队

的姿态离开，这是国家意志的重要胜利，

同时也是双赢的结果。”在巴希尔时代落

幕的 4 个月后， 苏丹以非军人统治的方

式走上了和平重建的道路， 但是所面临

的挑战远不是文官和军方达成妥协就能

迎刃而解的。

4 日签署的宪法文件旨在澄清权力

分配和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争议。 按照

协议 ，快速支援部队 （RSF）将由苏丹军

方进行直接管理。不过，这支快速支援部

队在苏丹和平过渡期间惹了不少的

“祸”。巴希尔下台后，为反对军政府在过

渡期间执掌政权， 大量苏丹民众上街抗

议游行， 造成了示威者与军队之间的冲

突。 据英国《卫报》透露，6 月份曾有目击

者看到快速支援部队向尼罗河投掷了

10 具尸体。 此外，反对派还指责快速支

援部队杀害了数十位抗议者。

据悉， 军方与反对派在之前的对话

中就是否给予军方将领豁免权存在争

议， 即不追究他们在暴力事件中的刑事

责任。 此外，根据“宪法宣言”达成的协

议，国防部长和内政部长将由军方任命。

所以，苏丹军方能否以独立、公正的程序

履行职责受到了不少人的质疑。 苏丹法

律专家威尔阿里对此表达了担忧，“军人

和文官的联合统治可能会给施加法治带

来问题”。 因为在他看来，主权委员会的

混合组建及其内部的军事存在将创造一

种豁免氛围，并且很难建立问责制。

据观察人士分析， 联合主权委员会

将享有“有限的”权力，大多数政策决定

权将在文官政府和立法委员会。然而，苏

丹目前的过渡政府中， 大多数政客在管

理国家方面的经验几乎为零， 因为在过

去巴希尔几十年的统治下， 反对派领导

人完全被排除在高级职位之外。

此外， 新政府一上任还将面临国内

经济的“烂摊子”。过去五年间，苏丹镑大

幅贬值，国内的通胀率飙升，外汇储备减

少至 14.4 亿美元， 国债达到历史新高。

反对派能否采取合适的政策将国家从积

重难返的经济泥潭中“拉”出来，是横亘

在他们面前严峻的挑战。

国际 公告 ｗww．whb．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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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人物白雪公主也有原型？

近日， 德国发现了这位白雪公主原型失

传已久的墓碑， 目前这块墓碑正在德国

中部城市班伯格的教区博物馆展出。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白雪公主

原型名叫玛丽亚·索菲娅·冯埃尔塔尔，

是一名女性男爵，1725 年出生于德国小

镇美因河畔洛尔的一座城堡里。 人们认

为，她就是格林童话《白雪公主和七个小

矮人》的灵感来源。

玛丽亚于 1796 年去世，然而，在埋

葬她的教堂被拆毁后， 她的墓碑也随之

失踪。 好在这块墓碑近年在班伯格的一

座房子里重现， 并被房屋主人捐献给了

班伯格教区博物馆。

玛丽亚和白雪公主有很多相似之

处： 玛丽亚的父亲菲利普在她母亲去世

后再婚，娶了一名“专横霸道”的寡妇；和

童话故事里虐待白雪公主的继母一样，

后妈更宠爱自己的亲生孩子， 而对玛丽

亚非常冷淡。

另外， 玛丽亚的父亲是一家镜子工

厂的老板，他拥有一面镜子，上面用法文

写着“自尊自爱”，这面镜子现收藏于美

因河畔的斯佩萨特博物馆。博物馆表示，

这可能就是白雪公主故事中知道 “谁是

世上最美丽的人”的魔镜的灵感来源。

据说玛丽亚经常帮助不幸的人们，

包括在附近矿山里工作的童工。 这可能

启发了格林兄弟， 塑造了童话里 7 个采

矿小矮人的形象。

巧合之处还不限于此。 如今翻过 7

座山， 能够到达美因河畔洛尔城外一座

废弃的矿山。而在童话里，白雪公主也正

是翻越了 7 座山， 才来到了 7 个小矮人

居住的小屋里。

此外，《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

故事背景是一片可怕的森林， 而在美因

河畔洛尔附近， 也有一片因劫犯和危险

的野生动物而闻名的森林。

如此看来，格林兄弟很可能听说了玛

丽亚的故事，并以此为蓝本创作了白雪公

主的故事。当年格林兄弟的住处位于距美

因河畔洛尔以西仅 100 公里，1812 年，格

林兄弟首次出版了 “白雪公主” 的童话，

1937年迪士尼动画电影 《白雪公主和七

个小矮人》问世，使得这一故事更加家喻

户晓。美因河畔洛尔如今则成了闻名遐迩

的“白雪公主之城”。

“19 世纪初 ，玛丽亚的故事就广为

人知了，”班伯格教区博物馆负责人霍尔

格·肯普肯斯告诉 BBC 记者，“格林兄弟

则根据当地民间传说创作了文学故事。”

和白雪公主不同的是， 玛丽亚并没

有迎来完美的结局。她晚年双目失明，终

身未嫁。去世时是一名修女，享年 71 岁。

博物馆方面特别指出， 在当时女性

去世后通常没有自己的墓碑， 这使得除

去“白雪公主原型”这一身份，玛丽亚的

研究意义依然非同一般。

美土同意在叙建立“安全区”
本报讯 （记者孙华 ）据土耳其阿

纳多卢通讯社 8 日报道， 土耳其外长

恰武什奥卢称赞 7 日同美国军事谈判

代表围绕在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

的会谈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始”。

土耳其军方官员与美方当天就在

叙利亚北部建立 “安全区 ” 达成一

致， 认为 “安全区” 将成为渴望重返

家园的叙利亚人的 “和平走廊 ”。 据

《华盛顿邮报》 报道， 土耳其国防部

与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称， 双

方同意 “尽快实施初步措施以解决土

耳其的安全关注”， 并设立联合行动

中心， “共同协调和管理安全区的建

立”。 但声明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细节。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当天在安

卡拉表示， 美方在建立 “安全区” 相

关问题上与土方的分歧已缩小， 土方

对此表示满意。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

6 日表示， 反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

和幼发拉底河东部地区对库尔德武装

采取军事行动，称“希望与安卡拉在该

领域达成一致”。

叙利亚外交部 8 日发表声明，坚

决反对美国和土耳其宣布的建立所谓

“安全区”的决定，强调此举不仅侵犯

了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 也公然违

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8日，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坦巴耶夫对支持者发表讲话。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