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浙江腾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费用%生效
法律文书项下权利及义务等&依法转让给浙江腾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截至基准日 !"#$年 %月 !&日# 债务人上海爱众化工有限公司欠付债权本金 $&&&万元
$!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合同"!&#'连银人中长贷字第 #((&&#)*&*号%!补充协议"!&#'连银人中
长贷字第 #((&&#)*&*补 #号&#上海云峰集团化工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连银最
保字第 #((&&#)*&*)#号&% 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 $!最高额保证合同"!&#'连银最保字第
#((&&#)*&*)!号&% 大连辽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最高额保证合同"!&#'连银最保字第
#((&&#)*&*)(号&%魏文斌$!最高额保证合同"!&#'连银最保字第 #((&&#)*&*)+号&%魏文军
$!最高额保证合同"!&#'连银最保字第 #((&&#)*&*)'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辽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已进入执行程序#故将
申请执行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基于判决书享有的全部权利及义
务转让给浙江腾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上海爱众化工有限公司%上海
云峰集团化工有限公司%上海云峰矿业有限公司%大连辽能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魏文斌%魏
文军及其他相关人员上述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自本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腾荣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履行$!&#$&辽 &!民初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及上述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女士 &+##)%($&(%$,%唐女士 &!#)'#,*$#,$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浙江腾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浙江
腾荣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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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利比亚和平进程前路仍渺茫
莫斯科会谈刚刚失败$柏林会议也难有收获

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
!

月
!"

日在

德国柏林举行! 美国"中国"俄罗斯"英

国"法国"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等国家#

以及联合国"欧盟"非盟和阿盟的代表

与会! 这是继
!

月
!#

日在莫斯科举行

的四方会谈以失败告终后#国际社会再

次将目光聚焦利比亚!在土耳其出兵利

比亚"俄罗斯积极干预"利比亚问题与

东地中海油气资源争夺挂钩的复杂背

景下#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引起了广泛

关注!

但是#由于利比亚内部矛盾不断加

剧"外部国家围绕利比亚的博弈日趋复

杂#柏林会议恐怕在和平进程问题上难

有收获#即使达成某些共识#也会像过

去多次达成的协议一样#难逃协议墨迹

未干便干戈再起的命运!

内部矛盾难以调和 $

和解意愿化为泡影

利比亚自
$%!!

年卡扎菲政权被推

翻后陷入长期动荡!

$%!$

年
&

月#利比

亚举行了大选#选出了作为临时议会的

$国民大会%#也成立了临时政府! 由于

临时政府以亲西方的世俗精英为主#但

$国民大会%的多数议员是伊斯兰势力#

导致世俗力量与伊斯兰力量的矛盾不

断加剧!

$%'(

年
$

月# 世俗派将领哈夫塔

尔声称应由自己接管国家#并武力进攻

东部重要城市班加西! 同年
)

月#利比

亚举行议会选举#世俗派大胜#成立了

名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新议会#并得到

哈夫塔尔的支持!伊斯兰势力控制的老

议会拒不交权#自行成立的民族团结政

府被称为西部议会和西部政府! 因此#

自
$%*(

年以来# 利比亚便陷入了东西

两大力量的长期对峙和冲突之中#得到

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控制西部

部分地区#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与

国民代表大会联手控制东部和中部地

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

从
$+!(

年至今# 联合国" 西方大

国"利比亚邻国都对利比亚问题进行过

多次调停#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

果!

$%!,

年
*$

月#利比亚两个对立议

会代表团在摩洛哥海滨城市斯希拉特

签署&利比亚政治协议'#同意结束分裂

局面#共同组建民族团结政府!然而#在

签署协议后#利比亚各派没有按照协议

接受民族团结政府统一领导#该国仍处

于动荡和分裂之中!

$%*-

年
,

月# 利比亚主要政治势

力领导人在法国巴黎举行联合国支持

的和解会议! 会议商定
$%*-

年年底举

行利比亚议会和总统选举#但由于该国

安全局势恶化#联合国方面被迫宣布选

举无限期推迟!

$%*-

年
**

月#利比亚问题会议在

意大利巴勒莫举行#由意大利政府与联

合国合办#参加此次会议的利比亚各方

代表明确承诺会参加于
$%*"

年年初召

开的利比亚全国对话大会!

$%*"

年
$

月#利比亚两派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

会晤#双方同意举行全国大选!然而#自

去年
(

月以来#$国民军%与民族团结政

府军队的交战时有发生# 且愈演愈烈#

致使此前多轮会谈的成果付诸东流!

进入
$%$%

年后# 利比亚两派战火

再燃! 在俄罗斯和土耳其呼吁下#双方

从
*

月
*$

日起进入停火期 !

*

月
*.

日#在俄土斡旋下#利比亚冲突双方在

莫斯科就停火等问题举行间接谈判#但

$国民军% 领导人哈夫塔尔没有签署停

火协议# 利比亚国内紧张态势仍未改

变!利比亚问题柏林会议就是在这种背

景下召开的! 因此#柏林会议恐很难解

决旷日持久的利比亚内战#而土耳其出

兵利比亚等外部环境的复杂化#使利比

亚问题的前景更为堪忧!

外部力量日益复杂 $

大国博弈更趋激烈

利比亚冲突双方得到诸多外部力

量的支持# 而近期土耳其出兵利比亚#

以及利比亚问题与东地中海油气资源

开发的争夺交互影响#导致利比亚问题

的国际博弈更趋激烈#和解缺乏应有的

国际环境!

利比亚两派力量的背后均有世界

大国及地区力量的支持!哈夫塔尔领导

的$国民军%和国民代表大会得到了埃

及"沙特"阿联酋"俄罗斯"法国的支持#

而西部的民族团结政府得到卡塔尔"土

耳其" 意大利力挺! 更为复杂的是#埃

及"沙特"阿联酋与土耳其"卡塔尔在利

比亚问题上形成的两个阵营有着十分

复杂的根源#其重要矛盾之一是双方围

绕伊斯兰力量的博弈#土耳其"卡塔尔

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的背后即以穆斯

林兄弟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力量#这也恰

是埃及"沙特"阿联酋政府所反对的力

量! 换句话说#这是双方围绕支持和反

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矛盾在利比亚

的延伸#因此十分难以调和!

此外#俄罗斯"土耳其两大力量作为

中东地区事务中日趋活跃的角色# 在叙

利亚" 利比亚等一系列地区问题上既有

合作#又有分歧#甚至是对抗! 在利比亚

问题上#俄罗斯支持东部力量#而土耳其

支持西部力量# 双方在利比亚的矛盾无

疑是影响利比亚问题的复杂外部因素!

土耳其近期采取的出兵利比亚"与

民族团结政府签订&东地中海海洋划界

协议'#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进一步加

剧了外部矛盾#也加剧了利比亚问题的

外溢! 据报道#在几天前结束的莫斯科

会议上#哈夫塔尔提出了签署停火协议

的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求民族团结政

府解除支持它的利比亚民兵力量武装#

二是拒绝支持民族团结政府的土耳其

居中斡旋和调解! 其矛头都直指土耳

其#可见土耳其在利比亚问题上的激进

外交#已成为利比亚和解的重要障碍!

更堪忧的是#土耳其与民族团结政

府签署了&东地中海海洋划界协议'#引

发周边有油气利益的希腊"埃及"以色

列等国家的强烈反对# 并有可能激化

土"俄在油气资源开发及油气管道等问

题上的矛盾)而土耳其决定应民族团结

政府之邀出兵利比亚#引起国际社会尤

其是沙特"埃及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

利比亚危机不仅将持续存在#而且与东

地中海地区的油气争端相交织#呈现出

日趋复杂化"国际化的态势! 东地中海

海域及周边地区正在成为中东地区继

海湾地区之后新的$火药桶%#而且几乎

涉及所有主要的地区国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教授"

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乐天集团创始
人辛格浩

!"

日下午病逝#享年
"#

岁$

乐天是韩国第五大企业# 集团当天
晚些时候发布辛格浩逝世消息$

辛格浩
!"$$

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
道蔚山市#

%"&%

年前往日本求学#

%"&'

年
在日本创立乐天公司#生产口香糖$ 日本
%"%(

年至
%"&)

年殖民统治朝鲜半岛$

韩日建交后#辛格浩
%"*+

年返回韩
国成立乐天制果公司# 随后将业务范围
扩大至零售%化学等领域#逐步把乐天集
团发展为韩国第五大企业$

,(%)

年#他
退出集团经营$

韩国最高法院
,(%"

年终审判定辛

格浩贪污渎职#判处他
-

年监禁#并处罚
金

-)

亿韩元!约合
,(+,

万元人民币"$只
是#辛格浩健康状况不佳#韩国检方在法
院宣判后同意他停止监内服刑的申请$

辛格浩的妻子是日本人# 育有两子
一女$ 次子辛东彬目前执掌乐天集团$

韩国社会称呼由家族掌控的大型企
业集团为&财阀'$ 财阀控制着韩国经济
发展$辛格浩去世后#韩国前五大财阀三
星集团% 现代集团%

./

集团%

01

集团和
乐天集团的创始人都已去世$

另外# 乐天集团由于与日本渊源深
厚#不时遭到韩国民众抵制#特别是去年
韩日关系恶化以后$ !高冰冰"

国际 公告 (**7*+,,-.

"!-&

年
%

月
-&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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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畅

哈里夫妇今春退出王室公职
仍保留公爵和公爵夫人头衔

英国王室
%'

日晚宣布 # 从
,(,(

年春天开始 # 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
根将不再承担作为英国王室成员的公
务 # 不再拥有 &殿下 ' 称号 # 不再获
得公共资金$

依据这份白金汉宫声明# 哈里依旧
是王子和英国王位第六顺位继承人# 哈
里夫妇保留萨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头
衔 # 他们可继续使用在英国温莎的住
宅# 同时将偿还当初翻新住宅花费纳税
人的钱$

英国王室高级成员上周举行家庭会
议#商讨哈里夫妇有意淡出王室事宜#身
在加拿大的梅根经由电话参与讨论$

哈里与美国演员梅根
,(%'

年
)

月
成婚#育有一子阿奇$哈里夫妇本月

'

日
突然宣布将从英国王室&隐退'#同时寻
求经济独立#会在英国和北美两地生活$

媒体报道称#他们单方面宣布决定#先前
没有征询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意见$

此前#哈里夫妇的安保主要由伦敦警
察局一支特警组负责# 费用来自公共资
金#即由纳税人埋单$ 至于今后是否维持
同样安排#王室声明说仍在考量过程中$

由于今后哈里夫妇在英国和北美两
地之间往来#安保成本预计会升高$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声明中
说(&我们一起为我的孙子和他的家庭找

到一条建设性的%能帮助他们的出路$哈
里% 梅根和阿奇永远是我家庭中深受喜
爱的成员$ 我能感受到过去两年密集的
!媒体"关注让他们经受挑战#我支持他
们追求更加独立生活的愿望))我的整
个家庭希望他们可以从此开始创造开
心%宁静的新生活$ '

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琼尼*戴蒙德
说#王室声明措辞看似暖心#实则表现出
女王坚决%果断的&分家'立场$ &哈里和
梅根还是王室家庭的成员# 但是实际上
他们不再有王室身份$ '

评论员阿拉斯泰尔*布鲁斯对英国
天空新闻频道说(&我认为女王已经将这
场危机处理妥当#她清晰地划出边界#隐
私和王室身份#你只能选一样$ '

另一名评论员彭妮*朱诺认为#新的
安排对各方都好(&不再有模糊地带$ 他
们将带着女王的祝福重新开始!生活"$'

不愿公开姓名的王室消息源告诉路
透社# 哈里的父亲查尔斯王储将继续资
助哈里夫妇+ 他们今后大部分时间生活
在北美#眼下没有与他人签订商业合同$

郭倩!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右图为
$+*-

年
,

月
*"

日# 在英国

温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上+出席

哈里王子与梅根,马克尔的婚礼!

新华社发

利东部武装封锁石油出口
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

%"

日召
开# 效忠利比亚军事强人哈利法*
哈夫塔尔的东部部族武装夺取多个
石油出口港口# 明显意在掐断西部
政权% 即民族团结政府的财政收入
来源# 为哈夫塔尔增加谈判筹码$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
%'

日说#

支持哈夫塔尔的部族武装
%+

日夺
取东北海岸沿线和南部多个石油出
口终端# 命令国家石油公司下属

)

个分公司暂停石油出口# 总共涉及
)(

多处油田和多座油港$

这一禁令使利比亚石油出口每
天减少

'(

万桶# 损失
))((

万美元
收入$

美联社报道# 石油是利比亚东
西两个政权的经济命脉# 东部武装
这一举动无异于给西部民族团结政
府釜底抽薪$

王宏彬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美撤军立场搞双重标准
联合国牵头的利比亚问题国际

会议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之际# 美
国国务院官员

%'

日阐述美方立场#

称利比亚局势正在恶化# &越来越
像叙利亚))所有外国武装力量应
该撤出利比亚'$

此前# 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
题特别代表加桑*萨拉姆呼吁外国
停止干预利比亚冲突# 德国与阿联
酋联合呼吁外国部队撤出利比亚$

美方在利比亚问题上坚持 &规
则'# 呼吁国际社会维护利比亚主

权# 支持联合国斡旋# &拒绝外部
干预'# 令外界困惑$ 不久前# 伊
拉克政府% 议会通过多种形式要求
美军撤离# 遭到美方拒绝$

立场矛盾背后#或许是&美国优
先'的同一逻辑$美军如果撤离伊拉
克#伊朗势力将在伊拉克坐大#令美
国失去重要地缘政治影响力$ 相比
伊拉克#美国在利比亚政治%军事影
响力本就薄弱#所以阻止土耳其%俄
罗斯扩大在利影响力$

徐超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美弹劾案!控辩"双方隔空掐架
美国国会参议院针对总统特朗普的

弹劾案审理还没正式展开#&控辩' 双方
%'

日已隔空激辩$

众议院民主党籍弹劾案&管理人'当
天向参议院递交案情摘要# 指认总统行
为是美国宪法起草人的&最大梦魇'$ 总
统律师团队同一天首度回应众议院弹劾
条款#指认弹劾条款是对&美国民众自由
选择总统的危险攻击'$

&管理人' 由
+

名民主党众议员担
任#角色类似于庭审中的控方$ 他们

%'

日递交的
%%%

页案情概要汇总十余名证
人的公开和闭门证词# 包括特朗普私人
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的合作伙伴列夫*帕
纳斯提供的&新料'#以及国会下属政府

问责局认定白宫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
违法的报告$

众议院去年
%,

月表决通过两项指
控特朗普的弹劾条款# 特朗普由此成为
美国历史上第三位遭众议院弹劾的总
统$其中#滥用职权条款主要缘于特朗普
一度冻结对乌

23"%

亿美元军事援助#以
施压乌方调查政治对手民主党总统竞选
人乔*拜登父子$

&管理人'在案情摘要中写道#特朗
普的行为是 &起草美国宪法的开国元勋
们的最大梦魇'$他们当天发表联合声明
说# 案情所述事实 &无可争议% 证据确
凿'#特朗普&为个人政治利益而滥用职
权#唆使外国干预美国选举'#因而危及

美国的&国家安全%选举完整性和民主'$

路透社报道#这是&管理人'首次正
式呼吁参议院定罪并罢免总统$ 按照美
联社的说法# 控方的案情摘要强调弹劾
总统是一种政治程序# 而非传统意义上
的法律过程$美国宪法规定#只要总统遭
议员认定&高度犯罪或行为不当'#便可
以遭罢免$

总统律师团队同一天也发表
*

页文
件#首次就众议院所控滥用职权%妨碍国
会两项弹劾条款作出回应$

文件指出#上述指控只不过是想要罢
免总统的党派举措#是对&美国民众自由选
择总统的危险攻击'$ &这是一种厚颜无耻
的非法尝试# 企图推翻

,(%*

年总统选举

结果#并干预数月以后的
,(,(

年选举$ '

美联社报道#总统律师团队定于
,(

日向参议院递交案情摘要#&管理人'可
在次日作出回应$ 眼下辩方同样拿宪法
解释做文章#认定弹劾条款本身违反宪
法#因为两项指控都不构成犯罪$

白宫
%+

日宣布多名明星 &大状'加
入律师团队# 包括肯尼思*斯塔尔和阿
兰*德肖维茨$ 斯塔尔是前总统比尔*克
林顿任内的美国政府独立检察官# 跟踪
调查了克林顿性丑闻始末$ 德肖维茨曾
为涉嫌杀害前妻的美国前橄榄球明星
4

*

5

*辛普森以及牵涉性侵丑闻%去年在
狱中身亡的金融家杰弗里*爱泼斯坦作
辩护$ 海洋!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认为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两
国企业和消费者#乃至全世界来说#都是
一个来之不易的好消息$'牛津大学技术
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近日接
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在她看来#协议签署给面临下行压力
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喘息%

调整和恢复的机会#同时也有利于各方重
新回到国际分工合作和全球化轨道上来$

贸易摩擦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
已成为共识$ 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 - 报告预计 #

,(%"

年和
,(,(

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
,3&6

和
,3)6

# 较世行
,(%"

年
*

月预测值均下
调

(3,

个百分点$ 报告还指出
,(%"

年是
自

,(('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
最疲软的一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
下半年也警告# 如果贸易紧张情势仍得
不到解决#经济前景可能明显黯淡$

过去一年多的贸易摩擦对经贸投资
和产业链布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认为# 美国对华
加征关税造成双边贸易下降%物价上涨%

贸易转移等多重影响$

&这些贸易转移带来的价格上升#加
重了美国消费者的负担# 牺牲了全球最
佳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 '傅晓岚说#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占全球贸易

的
*(6

以上#在一个全球高度分工的价
值链中#美国的&长臂管辖'会严重影响
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第三国的生产%

就业和收入#而不仅仅是中美两国$ &协
议的签署不仅是对中美两国# 也是对全
世界的利好消息$ '

同时#傅晓岚也强调#不应忽视贸易摩
擦对企业造成的心理压力# 以及部分跨国
公司进行的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等事实$

加强全球产业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
济开放包容发展的必然$ 傅晓岚认为#中
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很多内容都体现
了中国主动开放的姿态$ &有很多中国已
经在做#或根据自身发展要做的#比如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扩大进
口等#协议签署只是加速了这一进程$ '

在她看来# 协议中的条款对于中国
迈向高收入% 创新型国家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以保护知识产权和扩大外资准入
内容为例# 这不仅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
透明的营商环境# 还将更好地保护创新
者权益#调动全社会创新积极性$

展望未来#傅晓岚认为#考虑到两国
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别#下一阶段谈判会
充满艰辛# 但她相信未来达成协议依然
可期$

新华社记者 于佳欣 孙晓玲

!新华社伦敦
%

月
%"

日电"

据新华社哈瓦那
%

月
%"

日电 !记
者林朝晖" 古巴

%'

日在全国
%)

个省表
决选出各省省长和副省长$ 这是古巴自
%")"

年革命胜利以来首次恢复省长和
副省长职位$

古巴
%*+

个社区的全国人民政权代
表于

%'

日上午
"

时同时开会#对古巴国
家主席米格尔*迪亚斯

7

卡内尔提议的
各省省长和副省长候选人进行投票$ 古
巴国家选举委员会

%'

日下午发表公报
说# 在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

%,-*-

名代表中# 共有
%,,&&

名代表参加了投

票#有效选票共计
%,,(-

张$

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在
%")"

年领导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后#宣布
在各省取消省长职位$

,(%"

年
&

月生效
的古巴新宪法决定在各省恢复省长和副
省长职位$

新当选的各省省长和副省长将于
,

月
'

日宣誓就职#任期
)

年$省长和副省
长就职之后# 各省省委将由省长% 副省
长% 社区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及每个社
区的区长组成# 以替代省级人民政权代
表大会$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 ,星期日泰晤
士报-

%'

日晚报道#英国首相鲍里斯*约
翰逊正在筹划将议会上院迁至英格兰北
部城市约克$

去年
%,

月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

作为工党传统票仓# 英格兰北部地区选
民大多因支持&脱欧'#转而支持选区内
保守党议员# 对保守党赢得选举可谓功
不可没$

报道说#为巩固这部分选民的支持#

约翰逊承诺投入资金% 大力发展英格兰
北部地区$ 过去十年来#受重工业衰落%

财政紧缩影响#这一地区经济不振$

约克由罗马人建成# 以约克大教堂
闻名$ 报道说#对约翰逊而言#约克是上
院迁址的第一选择# 第二选择是英国第
二大城市伯明翰$

!郭倩"

!

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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