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于 2016年 8月 31日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收购的上海格林热能
设备有限公司等 9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同时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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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情况见下表
基准日：2018年 6月 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上海格林热能设备有限公司债权中含 1762.98万》元债权，已按 2018年 06月 30日人民币对》元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以上 9 户合计债权本金余额合计人民币 302,215,095.80 元， 未付欠息合计人民币 158,022,635.19 元， 代垫费用合计人民币

1,642,116.56 元。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务追偿、债务和解、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债务重组（含以资抵债、资产置换及破产重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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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18年 9月 9日，有效期 2年。
交易条件：”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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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龚先生、项先生 联系电话：021-50421753 传真：021-50421753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333号 11层 邮政编码：20012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封先生 联系电话：021-68869601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8年 9月 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对上海格林热能设备有限公司等 9 户债权处置及催收公告

编号 借款人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 未付利息（不含表
外欠息利息）

代垫费用

1
上海格林热能设
备有限公司

格菱动力设备（中国）有限公司、通辽格林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GREENS HOLDINGS LTD

148,918,112.07 79,788,880.45 556,721.82

2
上海康仁足部保
健有限公司

上海康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康骏足部保健有限
公司、皮武灵、丁四春 2,300,000.00 1,209,053.83 33,786.00

3
上海康焱保健按
摩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康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康骏足部保健有限
公司、皮武灵、张明宋、徐园园 2,200,000.00 1,121,819.64 32,346.00

4
上海德赫辉雷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南通曼特威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龙嘉物流有限公
司、辽宁尚益金属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吴伟、李侠、纪建 18,331,398.78 8,703,909.05 140,121.00

5
上海旺葶旭贸易
有限公司

中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宇创业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高立存、王洪亮、许婷婷 9,814,054.12 5,666,269.73 89,984.21

6
上海保丰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叶方华、江苏天朋塑料再生有限公司 9,443,311.74 5,264,334.90 84,342.28

7
上海金利海上阿
叔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海上阿叔黄浦大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阿叔酒家有
限公司、顾成、黄世豪、曹燕娜、上海梯维梯电脑设计制
作有限公司

22,638,219.09 9,959,619.77 221,925.75

8
上海》浦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 宋永明 19,250,000.00 7,376,425.56 0

9
上海谷泰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 戴志遥、王根英 69,320,000.00 38,932,322.26 482,889.50

合计 302,215,095.80 158,022,635.19 1,642,116.56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媒体观察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乌克兰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黑洞”

9 月 17 日，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签

署总统令，正式终止《乌俄两国友好合作

伙伴关系条约》。 显见，乌克兰当局并不

打算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是要“死杠

到底”的节奏，必将导致俄乌关系进一步

恶化。

今年以来， 美国及北约加大向乌克

兰政府军提供进攻性武器和人员培训，

双方还连续举行大规模以俄罗斯为假想

敌的联合军演。 在 2019 财年，美国计划

拨 2.5 亿美元支持乌克兰的安全和情报

活动，其中包括价值 5000 万美元的致命

性武器援助。同时，美国军队还首次出现

在乌克兰领土上， 北约军事人员也进入

乌东冲突地区活动。在这种背景下，乌克

兰对俄罗斯的立场更加强硬， 不惜成为

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马前卒”。相应地，

伴随着俄罗斯与美欧关系继续恶化，俄

乌关系也“事故”不断。一方面，在乌克兰

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虽然没有爆发较大

规模的武装冲突， 但冲突双方小型交火

事件仍时有发生， 更发生了地区领导人

被暗杀事件， 而且莫斯科和基辅及美国

在国际维和部队部署范围问题上仍争论

不休；另一方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奥

步”可谓花样繁多。

2018 年初， 乌克兰议会通过法案，

宣布顿巴斯地区为 “临时被占领土”，俄

罗斯为“侵略国家”。随后，乌克兰当局开

始在东部集结部队， 还借助为军队配发

北约军服和试射美国提供的标枪反坦克

导弹来向俄罗斯示威。 为得到西方的青

睐， 乌克兰更是成为伦敦前特工中毒案

“外交战”中驱逐俄外交人员第三多的国

家（13 人），仅次于美英 ，还阻止俄罗斯

公民在乌参加俄总统大选投票。 而针对

刻赤大桥公路正式通车， 乌克兰方面则

以对乌经济造成直接损失为由开出每年

1900 万美元的赔偿单，并以搜查俄罗斯

媒体驻基辅办公地及驱逐俄记者进行

“报复”。 4 月，乌总统波罗申科以不符合

乌国家利益以及妨碍行使国防权为由，

建议废除 《乌俄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条约》。 5 月底 6 月初，乌克兰警方导演

的“暗杀俄记者”神剧，在令国际社会一

片错愕的同时， 再次引发了俄罗斯和乌

克兰这对曾经的“兄弟”之间的激烈“口

水仗”。这一事件被乌克兰方面认定为配

合挫败俄方暗杀企图而为， 而俄罗斯方

面则指称乌克兰的做法是极其无耻的反

俄挑衅，但也承认其显然达到了“宣传”

效果。 乌总统还亲自接见并感谢 “被暗

杀”的记者，甚至有政府高官放言要烧毁

莫斯科。 这期间还有一个更应值得重视

的事件， 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迈出了重

要一步， 使乌克兰真正成为莫斯科与西

方关系的 “死结” 和俄罗斯外交的 “黑

洞”。

3 月 10 日，乌克兰议会副议长格拉

先科表示，乌克兰的入盟“申请国”地位

得到了北约的认可， 北约官网也同时确

认了这一消息。北约宣布给予乌克兰“申

请国”地位，这对莫斯科而言无疑是巨大

的负面消息。 2016 年 6 月，乌克兰确定

加入北约的对外政策目标 ， 提出应在

2020 年前完成武装力量与北约的兼容。

今年 9 月 3 日， 波罗申科总统提交了宪

法修正案， 规定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

约的方针。更有乌克兰政客强调，在入约

前就可直接提出在乌部署北约军事基地

的问题。

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 俄罗斯将与

北约全方位面对面， 西部的广大空间都

将直接暴露在北约的威胁之下， 重新崛

起的地缘战略空间将大大缩水。 一定意

义上， 这可以被视为西方在向俄罗斯大

选进行示威， 传达给普京的信息是， 谁

也无法阻止乌克兰迈向西方的脚步。 尽

管乌克兰离真正成为北约的一员还有相

当长的距离， 但美欧绕过 “处于战争状

态和存在领土纠纷的国家无权提出入约

申请” 的硬性规定， 决定给乌克兰开绿

灯， 表明了西方遏制俄罗斯的决心。 这

样， 乌克兰对俄罗斯 “复仇” 的亢奋情

绪将会被进一步激发， 其成为北约的正

式成员应该只是时间问题。 基辅方面希

望尽早加入北约 “成员国行动计划 ”，

切实开启实质性入约谈判进程。 不仅如

此， 据叙利亚官方的消息， 乌克兰还代

为美国及其盟友向叙利亚恐怖组织提供

武器。

对于不听话的独联体国家， 俄罗斯

的反制措施就是三板斧， 即高举能源大

棒、加大军事压力、利用当地的俄罗斯族

人。 从 2016 年起，乌克兰就不再从俄罗

斯进口天然气， 而主要从欧洲购买天然

气，其实就是俄罗斯天然气的“回流”。所

以，能源大棒对乌克兰基本不再起作用。

相应地， 运用军事手段又不能摆到台面

上， 而与西方大规模冲突的后果更难以

控制。这样，俄罗斯就只能利用乌东顿巴

斯地区的俄罗斯族来牵制基辅政权。 不

可否认，这种“操弄”对俄罗斯并不陌生，

俄罗斯与格鲁吉亚战争及随后南奥塞梯

和阿布哈兹独立，就是俄罗斯“惩罚”格

鲁吉亚试图加入北约的“杰作”。 而克里

米亚的“丢失”和东部顿巴斯地区要求独

立，就是俄罗斯“惩罚”乌克兰新政权倒

向西方的结果。截至目前，也可能是密集

的“外交战”让普京应接不暇，俄官方对

乌克兰进入北约“申请国”名单并没有强

烈的反应，这反倒让人担心。 要知道，无

论是克里米亚还是顿巴斯， 普京的 “手

法”都是“于无声处是惊雷”，或许更大的

反制举措正在酝酿之中，也未可知。

现在，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冲

突已经处于“敏感时段”，政治解决困难

重重， 而再次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

也是存在的。接下来，如果北约不顾及与

俄罗斯直接冲突而坚决要拉乌克兰入

盟， 那么普京很可能仍会像在克里米亚

的做法一样，把能拿到的利益先拿到，也

就是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并与

其订立盟约，或者直接将其并入俄罗斯。

至此，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就不再是冷战，

将不可避免地展开兵戎相见的热战，最

终形成多输局面。显见，乌克兰“离去”的

脚步越来越远，无论乌东局势如何演变，

这个“黑洞”对俄罗斯都是致命的，短期

内难以化解掉。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欧中亚
学院教授）

”场名为“联合之路”的丝路国家国

际论坛 18 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举行。 哈国旅游和体育部长穆哈梅季

乌雷在论坛上表示， 中亚各国联手打造

中亚版的“申根签证”有着良好前景。

穆哈梅季乌雷所说的 “中亚版申根

签证”，是指由哈方提出的“丝路签证”方

案。据悉，该方案是今年 7 月由哈萨克斯

坦议会上院议员、 总统长女纳扎尔巴耶

娃首先提出的， 旨在使中亚国家对区域

外国家实行统”签证，即“丝路签证”，以

此促进地区整体旅游业的发展， 从而进

”步推动中亚区域”体化进程， 故而被

称为“中亚版申根”。

这”方案提出后， 首先受到了与哈

同为中亚大国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欢迎。8

月， 哈乌两国议会和政府层面已经着手

就推行“丝路签证”的相关问题进行具体

磋商。穆哈梅季乌雷表示，除乌兹别克斯

坦外，“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也都

表现出了很大兴趣”。 但据吉、塔两国媒

体消息，“丝路签证” 的提议虽然在两国

专家、智库层面讨论热烈，但两国官方尚

未就此与哈、乌等国开始具体磋商。

对“丝路签证”的提议，多数专家认

为，自 2016 年，米尔济约耶夫就任乌兹

别克斯坦总统以来， 在中亚区域内积极

开展外交活动， 极大活跃了中亚各国间

的互动。 特别是同为中亚区域内大国的

哈、 乌两国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保持步调

基本”致，使得中亚各国关系持续向好，

这为“丝路签证”方案的实施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 另据乌兹别克斯坦驻吉国大使

拉希多夫介绍，“丝路签证” 首先着眼于

促进中亚地区旅游业发展， 这与乌国目

前积极发展本国旅游业的政策相契合，

故而受到乌方欢迎。

有专家指出， 中亚国家旅游资源各

具特色，既有撒马尔罕、布哈拉这样的丝

路历史文化名城， 也有伊塞克湖这样的

自然风光， 彼此间有”定的互补性。 目

前，各国签证制度，特别是取得签证的难

易程度区别很大，这使得不少旅游者来到

中亚往往只在某”国游览”番。 未来，如

果“丝路签证”真的能够在各国间顺利实

施， 对整合中亚各国的旅游资源十分有

利，有助于提高前往中亚旅游的性价比。

尽管外界对“丝路签证”方案普遍看

好，但仍有分析认为，各种极端组织成员

向这”地区的渗透与回流活动始终没有

得到有效遏制， 考虑到中亚地区目前面

临的安全形势压力，要推行“丝路签证”，

各国政府间，特别是边防、执法强力等部

门的合作，尚有大量具体工作需要完善。

此类分析担忧的是， 试图向本地区渗透

的极端组织成员， 在现有签证制度下尚

有机可乘，未来”旦“丝路签证”落地实

施， 不排除他们有机会利用种种手段获

得此类签证， 从而更方便地在本地区内

活动。 （本报比什凯克 9 月 20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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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第三大银行为应对成本压力计划大幅裁员并关闭网点

》国富国银行计划用三年时间裁

员至多 2.65 万人 ， 以应对数字银行

业务蒸蒸日上和成本压力。

富国银行首席执行官蒂姆·斯隆

20 日说， 富国银行现有 26.5 万名员

工， 将裁减 5%至 10%。 斯隆说， 裁

员旨在应对 “正在变化的客户偏好”，

包括数字银行业务的广泛使用。

另外， 富国银行近年来多次曝出

丑闻并遭遇巨额罚款， 承受较大成本

压力。 》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和货币

监理局今年 4 月宣布， 因部分车险和

房贷业务违反相关法律， 处以富国银

行 10 亿》元罚款。

2016 年 9 月 ， 》国监管机构对

富国银行开出 1.85 亿》元罚单 。 富

国银行此前承认， 基层零售网点员工

为完成销售目标， 在客户不知情或未

经授权的情况下以客户名义开设了

200 多万个借记卡和信用卡账户。

富国银行今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

显示营收和利润下滑。 》国著名投资

人沃伦·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

韦公司今年第二季度减持的股票中包

括富国银行。

富国银行正以减少营业网点方式

不断瘦身。 富国银行今年 1 月说， 到

2020 年， 将再关闭 800 个营业网点。

这家全》第三大银行今年 6 月宣

布， 将出售位于印第安纳州、 密歇根

州和俄亥俄州的所有分支。 这意味富

国银行在》国中西部主要地区不再设有

零售网点。

富国银行并非唯””家为迎合数字

业务潮流而裁员的大型银行。

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约翰·克赖

恩去年 11 月说， 随着银行借助技术降

低成本， 德意志银行将大幅裁员。 他当

时说： “我们雇佣 9.7 万人。 大多数同

行的员工数量仅此”半。”

受金融业务电子化等因素冲击， 日

本大银行同样 “瘦身” 求生。 日本媒体

去年 10 月报道， 日本最大银行三菱东

京日联银行计划在从 2018 财年开始

的三年内裁撤合并大约”成至两成网

点。 另外， 大约 9500 名雇员从事的

业务将实现自动化， 或许意味着这些

雇员将被裁掉。

卜晓明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以色列空军司令阿米卡姆·诺金 20

日率代表团前往莫斯科， 就俄军”架电

子侦察机遭叙利亚方面击落、15 名俄军

人死亡，向俄方提供信息，以协助调查。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 说以

方代表团与俄空天部队司令等高级指挥

员举行数场会晤， 向俄方提供与俄军侦

察机遭击落相关的情况， 介绍以军调查

所获。 双方强调各自国家的利益和继续

执行两军消除冲突机制的重要性。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份

声明中再次对俄军机遭击落和军人遇难

表示遗憾。他辩解说，这起事件的根源是

伊朗企图利用叙利亚打击以色列、 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以色列有权利“自卫”。

俄军”架伊尔—20 型电子侦察机

17 日晚返回驻叙利亚赫梅米姆基地时

在附近地中海上空失联；同时，以色列空

军 4 架 F—16 型战斗机空袭叙利亚港

口城市拉塔基亚”处政府军设施。 俄国

防部说， 以军战机轰炸叙利亚目标时利

用俄军机作掩护， 把俄军侦察机置于叙

军火力之下，致使后者遭防空导弹误击，

15 名军人遇难。

俄国防部认定， 以方在发动空袭前

”分钟才经由电话通知俄方， 致使俄方

来不及把电子侦察机引导至安全空域。

以色列否认应对误击事件承担责任，认

定叙防空部队胡乱开火、造成友军伤亡。

针对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

当天早些时候宣称真主党获得足以改变

战局的先进导弹，内塔尼亚胡警告，如果

真主党攻击以色列， 将遭到 “毁灭性还

击”。 陈文仙 杜震（新华社微特稿）

》国《时代》周刊”年内第二次“易

主”了。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国出版

集团梅雷迪思公司 9 月 16 日宣布，将旗

下《时代》周刊所有权以 1.9 亿》元出售

给云计算巨头 Salesforce 联合创始人马

克·贝尼奥夫夫妇，这距离梅雷迪思收购

这家老牌传统杂志仅仅过去了八个月。

创立于 1923 年的《时代》周刊曾”

度是》国影响力最大的新闻杂志， 然而

在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下， 这份传媒

界的标志性刊物也难逃纸媒难以盈利的

厄运。 如今随着科技巨头的入主，95 岁

的《时代》又将迎来”个怎样的新时代？

梅雷迪思出售《时代》实属无奈

今年 1 月，梅雷迪思收购《时代》周

刊的母公司时代公司，并为此付出 28 亿

》元。 彼时的梅雷迪思对《时代》的未来

充满希望：“强强联合” 后将会拥有更多

读者， 从而能更好地与谷歌等互联网公

司争抢广告主。该公司总裁汤姆·哈蒂曾

表示， 梅雷迪思的地方电视业务颇具竞

争力，如果融合时代公司高大上的内容，

将形成强大的传媒企业。然而，传统媒体

集团“抱团取暖”的效果并不如哈蒂所预

期的那般。为买下时代公司，梅雷迪思背

上 36 亿》元的债务，为此公司不仅在今

年裁员 1200 人，也对旗下杂志的发行量

和发行频率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削减。

今年 3 月， 梅雷迪思宣布将转手出

售旗下四份杂志———《时代》《财富》《金

钱》与《体育画报》，《时代》的结局已画下

句号， 而其他三份杂志的收购谈判依然

在进行之中。 在收购声明中， 梅雷迪思

称， ”系列资产出售所获的资金将用于

支付债务， 预计 2019 财年将共减少 10

亿》元债务。截至今年 6 月底，梅雷迪思

的债务高达 27 亿》元。

以个人名义收购《时代》后，贝尼奥

夫夫妇在“推特”上发表声明称，“我们投

资了”家对全球拥有巨大影响力且业务

异常强大的公司， 这就是我们以家庭方

式展开投资所追求的。 《时代》的力量在

于其讲述人物和事件的独特方式， 而这

些事件影响着我们每个人， 也联系着我

们每个人。 ”出生于 1965 年的贝尼奥夫

是云计算巨头 Salesforce 创始人之”，兼

任企业董事长和联合首席执行官。 他曾

被硅谷誉为“下”位乔布斯”，也是当今

谈起云计算时绕不开的传奇人物。 26 岁

时， 贝尼奥夫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级软

件公司甲骨文史上最年轻的副总裁 。

1999 年，春风得意的贝尼奥夫离开甲骨

文，创办了云计算公司 Salesforce。 他宣

称其任务是将传统软件带到网上， 并成

为“软件终结”口号的忠实捍卫者。 2011

年 ，Salesforce 被 《福布斯 》杂志评为 “全

球最具创新力企业”；在今年 4 月《财富》

杂志评选的年度“世界最伟大领袖”榜单

中，贝尼奥夫排名第 21 位。

技术大亨收购传统媒体
或成主流

事实上， 这笔交易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 2013 年，

电商巨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

2.5 亿》元买下》国老牌传统媒体《华盛

顿邮报》。 被收购前，《华盛顿邮报》曾连

续七年收入大滑坡，最高年亏损达 5000

万》元。然而在被收购后的两年时间内，

《华盛顿邮报》在毫无报纸行业从业经验

的贝索斯手里重获生机， 网站的访问量

就从 2600 万人次增至 7200 万。

贝索斯对技术的侧重让 《华盛顿邮

报》焕然”新。 据首席信息官沙雷斯·普

拉卡什称，贝索斯所做的事，更多的是参

与这份报纸的商业和技术事宜， 将其转

型为“媒体和科技公司”。 他的意见对推

进新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从亚马

逊调来了部分技术工程负责人， 两家公

司在数据层面的交流也非常频繁。《华盛

顿邮报》 借鉴了亚马逊推销商品的技巧

来向读者推荐文章， 改革了电子版排版

方式，以瀑布流的形式呈现新闻内容。与

此同时， 早在 2013 年底，《华盛顿邮报》

就在亚马逊的支持下推出 App 应用，该

应用会被预装在亚马逊旗下的 Kindle

平板电脑上。最重要的是，贝索斯扩大了

《华盛顿邮报》的技术团队，在 700 多人

的团队中， 包含了”支多达 400 人的工

程师团队。贝索斯曾表示，现在邮报的工

程师团队堪比“硅谷的任何团队”。

而贝尼奥夫收购《时代》是否也受到

贝索斯的成功案例影响呢？ 贝尼奥夫表

示，自己并不会介入《时代》日常运营工

作与新闻编辑中。 但据》联社报道，《时

代》 的命运延续了技术大亨收购传统媒

体的潮流， 贝尼奥夫在科技行业的前瞻

性或许能够助力《时代》的数字化转型，

传统媒体与现代互联网公司的结合也许

是挽救传统媒体的最好方式。

第 6届亚洲与中东国际论坛在沪召开

本报讯 （记者 吴雨伦） 中东地区

集中了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突出问题

与治理难题 ， 安全与发展问题十分复

杂 。 日前 ， 第 6 届亚洲与中东国际论

坛———“中东地区的安全与发展” 学术

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 。 来自

中、 英、 法、 》和埃及等 20 个国家和

地区的学者参与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 中东地区治理迫切

需要改革， 需要超越传统的学术话语和

研究范式 。 当前许多中东国家改革乏

力， 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社会矛盾更加

尖锐。 安全与发展是当前中东国家面临

的两大任务 。 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亚当·罗伯茨教授

认为 ， 中东的发展问题不能仅仅归因

于教派冲突和国家间矛盾 ， 如果仅聚

焦于上述问题而不考虑地区经济发展和

人民对于安全的诉求， 就无法真正解决

发展问题。

谈及中国应如何参与中东地区的治

理时，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刘中民表示， 中国和中东国家之间具有

悠久而良好的合作传统。 中国的中东政

策具有以下特点： 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尊

重国家主权、 不谋求主导和控制地区局

势、 坚持多边主义和发挥联合国作用、

坚持对话协商、 主张从发展的角度破解

中东困局、 注重综合治理和标本兼治。

牛津大学中东中心主任尤金·罗根则认

为， 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时机已经比较

成熟， 可以为中东地区治理和发展提供

更多思路， 不仅在经济发展领域提供中

国方案， 而且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建设

性的作用。

此次会议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 中国中东学会、 英国牛津大学中

东中心主办。

■毕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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