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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0898-36686273
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3-14层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公告发布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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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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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

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
公司

海南晶展实业开发公
司

海南国阳美锦园艺工
程有限公司

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
限公司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0220100262-2015年(三亚)字0006号

22010215-2011年（省营）字0051号

22010215-2011年（省营）字0052号

22010215-2015年（省营）字0072号、0220100215-2015
年（省营）00072号、0220100215-2017年（展期）0002号

0220100083-2015年(洋浦)字0068号[目前展期合同号
0220100083-2016(展期)0041号、0220100083-2017年
(展)字0001号、0220100083-2018年(展)字0009号]

0220100083-2015年(洋浦)字00166号[目前展期合同号
0220100083- 2016 年 (展期)字 0051 号、0220100083-
2017年(展)字0052号）、0220100083-2018年(展)字0014号]

0220100083-2015年(洋浦)字0129号（目前展期合同号
0220100083-2016年（展）字0046号、0220100083-2017
年（展）字0020号）、0220100083-2018年（展）字0012号
0220100083-2015年(洋浦)字0105号（目前展期合同号
0220100083-2016年（展）字0045号、0220100083-2017
年(展)字0005号、0220100083-2018年(展)字0011号）

截止2019年4月20日
贷款本金余额

17898099.47

83,900,000.00

83,900,000.00

18,377,836.96

88,000,000.00

197,000,000.00

183,000,000.00

191,000,000.00

863075936.43

截止2019年4月20日
利息

2384781.06

7,074,403.34

7,074,319.34

1,044,904.89

1,538,828.72

4,786,874.92

4,445,353.55

4,639,969.18

32989435.00

担保人

海南美事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美
事达置业有限公司、陈万权、邹峥

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鹿成
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裕昌实业有限
公司、郑荣芳、邢福楹、严春丹、邢福胜、

海南鹿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建丰
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裕昌实业有
限公司、海南诚海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
南建丰达娱乐有限公司、郑荣芳、邢福楹
海南裕昌实业有限公司、海南诚海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
限公司、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邢
福楹、符展华、林道健、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吴联模、海南
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吴联模、海南
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合同编号

0220100262-2015年三亚（抵）字0010号、0220100262-2015年三亚（质）字0011号、0220120262-2015年三
亚（保）字0001号、0220120262-2015年三亚（保）字0002号、0220120262-2015年三亚（保）字0003号、
22010215-2011年省营（保）字0046号、22010215-2011年省营（保）字0047号、0220100215-2016年省营
（保）字 0013 号、0220100215-2016 年省营（保）字 0037 号、0220100215-2016 年省营（保）字 0030 号、
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32号、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34号、22010215-2011省营
（抵）字0037号、22010215-2011省营（质）字0051号、
22010215-2011年省营（保）字0043号、22010215-2011年省营（保）字0044号、22010215-2011年省营（保）
字 0045 号、0220100215- 2016 年省营（保）字 0014 号、0220100215- 2016 年省营（保）字 0036 号、
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31号、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33号、0220100215-2016年省
营（保）字0035号、22010215-2011省营（抵）字0036号、22010215-2011省营（质）字0052号
0220100215-2015年省营（保）字0065号、0220100215-2015年省营（保）字0066号、0220100215-2014年省
营（保）字0067号、0220100215-2014年省营（保）字0068号、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16号、
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27号、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28号、0220100215-2014年省
营（抵）字69号、0220100215-2014年省营（抵）字70号、0220100215-2016年省营（保）字0029号
《保证合同》[2015年洋浦(保证)字第040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01号]、《保证合同》
[2015年洋浦(保证)字第041号]及承诺书、《最高额保证合同》[2016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02号]及承诺书、《最
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66号]、《保证合同》[2017年洋浦(保证)字第026号]、《保证合同》
[2018年洋浦(保证)字第008号]、《最高额质押合同》[2016年洋浦最高额(质押)字第024号]、《抵押合同》[2015年洋
浦(抵押)字第020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6年洋浦最高额(抵押)字第001号]、《抵押合同》[2016年洋浦(抵押)字
第008号]、《抵押合同》[2016年洋浦(抵押)字第031号]、《抵押合同》[2017年洋浦(抵押)字第008号]、《抵押合同》
[2017年洋浦(抵押)字第009号]、《抵押合同》[2018年洋浦(抵押)字第005号]、《抵押合同》[2018年洋浦(抵押)字第018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015年洋浦最高额(抵押)字第025号]、《最高额抵押合同》[2018年洋浦最高额(抵押)字第004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52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51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2015年洋浦最高额(保证)字第050号]及承诺书、《最高额质押合同》[2015年洋浦最高额
(质押)字第008号]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海南分
行2019HN001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含各分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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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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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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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19年7月31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 公告清单
（人民币：元）

伊朗公开扣船伊朗公开扣船““警告警告””视频视频 英国拒绝英国拒绝““以船换船以船换船””

伊朗媒体 29
日播出一段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拍摄
的视频，记录伊朗
方面扣押英国籍油
轮“史丹纳帝国”号
时“警告”一艘英国
军舰的对话。

英国外交大臣
兼首席大臣多米尼
克·拉布同一天接
受媒体采访时声
称，英伊双方互扣
油轮的做法“不对
等”，不会以释放涉
伊朗油轮换取英国
油轮获释。

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
29日播出一段视频，包含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本月19日在霍尔木兹
海峡扣押悬挂英国旗的“史丹纳帝
国”号画面。

视频中，伊斯兰革命卫队队员
从一架直升机降至“史丹纳帝国”号
的甲板。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代表
向附近一艘英国军舰喊话，警告对

方“不要插手”伊方扣押油轮。
英国军舰回应，它身处国际认

可的海峡附近，“身边一艘商船正在
穿越海峡”；那名海军代表随后警
告：“别让自己置身危险境地。”

按照伊朗新闻电视台的说法，
视频中提及的英方军舰是护卫舰

“蒙特罗斯”号。
英国和伊朗近期紧张关系升

级。英方本月4日在直布罗陀附近
水域扣押装载伊朗原油的“格蕾丝
一号”油轮，指认它向叙利亚运送原
油，违反欧洲联盟对叙利亚的制
裁。伊方19日扣押“史丹纳帝国”
号油轮，指认它与伊朗渔船相撞并
违反多项规定。英伊双方互相指认
对方扣押油轮“非法”，要求对方释
放油轮。

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除扣押
“史丹纳帝国”号的画面，视频还涉
及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同一艘英国军
舰围绕“英国传统”号油轮的一次

“对峙”。
英国政府本月11日说，3艘伊斯

兰革命卫队快艇试图在霍尔木兹海
峡附近拦截“英国传统”号油轮，最终
在英国护航军舰发出警告后驶离。

英国外交大臣兼首席大臣拉
布 29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
辩称英方扣押涉伊朗油轮“合
法”，指认伊方扣押“史丹纳帝
国”号“非法”，因而不会以释放

“格蕾丝一号”换取“史丹纳帝
国”号获释。

拉布同一天告诉英国天空新闻
频道记者，伊朗要想“走出黑暗”，必

须遵循“国际规则”并释放“史丹纳
帝国”号。

伊朗与俄罗斯、中国、法国、德
国和英国的官员28日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碰面，就挽救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再做努力。伊朗外交部副
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希说，各方“谈
得不错”。

伊朗官员同一天认定英国扣押

涉伊朗油轮违反伊核协议，指责英
方提议组建由欧盟主导的护航舰队
带有“挑衅性”。

伊朗副总统埃沙格·贾汉吉里
29日说，伊朗的外交政策是对抗美
国霸权并保护多边主义。他重申，
如果伊核协议其他签署国履行承
诺，伊方可撤回中止履行协议部分
条款的举措。

伊朗2015年7月与美国等六国
签署伊核协议，换取联合国解除制
裁。美国去年5月退出协议，恢复
和追加对伊朗制裁，寻求全面阻断
伊朗原油出口。美国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一周年之际，伊朗总统哈桑·
鲁哈尼今年5月宣布中止履行协议
部分条款。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女“黑客”窃取银行数据 波及1亿美国人
美国第七大商业

银行“第一资本金融公
司”29日宣布，大约1
亿美国人和600万加
拿大人的个人信息遭
一名“黑客”窃取。银
行认为这些信息不太
可能用于欺诈。

33岁的女性嫌疑
人佩奇·汤普森当天早
些时候在美国西部华
盛顿州西雅图市被捕，
随后受到“计算机欺诈
和滥用”一项罪名指
控。汤普森曾吹嘘自
己“黑”入第一资本的
经历，因而被联邦调查
局（FBI）盯上。

本月17日，一名“源码托管服务公司”（GitHub）
用户看到有人发布第一资本用户个人信息，随后提醒
银行方面可能遭“黑”。

依据美国华盛顿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声明，第一
资本确认数据泄露后向FBI报案。这些用户个人信息
今年3月12日至7月17日期间遭窃。

第一资本29日发表声明，说19日发现系统基础
架构的“配置漏洞”。大部分失窃数据是个人和小企业
用户2005年至今年初申请信用卡时所提供信息，包括
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出生日期等身份信息以及个人
收入、信用评分和部分转账记录等金融数据。

第一资本说，大约14万美国人的社会安全号码以
及与之关联的8万信用卡用户的银行账号被盗。另有
大约600万加拿大用户受影响，其中100万人的社会
保险号外泄。

这家主营信用卡业务的银行强调，信用卡账号、登
录凭证以及超过99%的社会安全号码没有外泄。

法新社报道，失窃的社会安全号码等部分信息经
过加密处理。美联社报道，第一资本相信失窃信息不
太可能用于欺诈，但会继续调查，同时承诺向受影响用
户免费提供信用监控和身份信息保护服务。

依据检方声明，嫌疑人汤普森经由“配置错
误的web应用防火墙”侵入第一资本系统，从
而获取数据。

汤普森曾在西雅图一家技术企业任软件工
程师，29日被捕。FBI调查人员在她的家里找
到储存备份失窃数据的电子设备，同时认定“其
他实体”可能成为嫌疑人“谋划或实施网络入侵
的目标”。

FBI说，社交媒体“推特”用户“怪人”在第
一资本证实数据失窃前一个月向银行发送信
息，警告说可能会发布用户姓名、出生日期和社
会安全号码等数据。

“怪人”是汤普森的网名。据称她多次经由
社交媒体和GitHub信息共享平台吹嘘自己的
黑客经历。

不过，彭博社报道，汤普森29日现身西雅
图联邦地区法院时似乎“崩溃”，听证会期间一
直把头贴在桌前。法官玛丽·泰勒要求拘留汤
普森，8月1日举行保释听证会。

如果罪名成立，汤普森面临最高5年监禁
和25万美元（约合172万元人民币）罚款。

第一资本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截至6
月30日的资产估值为3736亿美元。此次数据外泄可
能让这家银行今年的成本增加1亿至1.5亿美元。

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尔班克发表
声明，对事件引发受波及人士“可理解的担忧”表示道
歉，承诺“纠正错误”。

彭博社报道，汤普森侵入的实际是第一资本在一
家云计算企业租用的服务器。法庭文件没有披露企业
名称。第一资本大力提倡使用云服务，为降低成本打
算在明年年底以前增加云服务数据存储比例，退出全
部数据中心。

美联社报道，美国企业近年多次发生数据泄露。
最大征信服务企业之一伊奎法克斯公司2017年7月
遭黑客侵入并窃取1.45亿人的个人信息。

伊奎法克斯上周同意支付至少7亿美元（48亿元
人民币）了结多起诉讼；其中至多4.25亿美元（29亿元
人民币）补偿给消费者。

另外，英国信息监管局本月8日以数据泄露为由
对英国航空公司罚款1.8亿英镑（15.8亿元人民币）。
去年6月，约50万名客户的数据因英航网站遭攻击而
失窃。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遭入侵 频吹牛 有先例

公
开
视
频

7月21日，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船只经过“史丹纳帝国”号油轮。 新华社/路透

越南今年登革热病例数
已超过10.5万例

据新华社河内7月30日电 越南卫生部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7月29日，越南全国登
革热病例已超过10.5万例，其中至少10人因感染
登革热死亡。

有专家分析认为，越南南部地区高温多雨的
天气状况和当地居民储存雨水的生活习惯易致蚊
虫繁殖，是该地区登革热疫情多发的重要原因。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经蚊媒传播的
急性传染病，主要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流行，典型
症状包括发烧、头痛、关节痛等，严重时可致死亡。

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日前已在网站发布
通知，提醒在越南南部地区工作和从事商务考察、
旅游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若遇紧急情况，
可拨打越南医疗急救电话、中国驻越使领馆领事
保护与协助电话、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应急呼
叫中心电话等寻求协助。

7月30日，在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市郊区，
安全人员检查坠机现场。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30日发表声明说，一架
小型军用训练飞机当天凌晨在巴基斯坦东部旁遮
普省拉瓦尔品第市郊坠毁，目前已造成机上和地
面至少17人死亡、12人受伤。死者还包括2名儿
童。由于部分伤者处于危重状态，预计死亡人数
还有可能上升。 新华社发

一军用飞机在巴基斯坦坠毁
至少17人死亡1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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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中国公民
实行免签入境政策

新华社德黑兰7月30日电（记者马骁）中国
驻伊朗大使馆30日发布消息，确认伊朗对中国公
民实行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援引伊朗官方消息说，自
2019年7月16日起，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护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
政区护照的人员赴伊朗旅游观光和商务访问可免
签入境，每次入境后可停留21天。

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护照人员前往中国，仍
需要到中国驻伊朗大使馆办理签证。

同时，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伊朗大使馆
发布信息，提醒赴伊中国公民注意以下事项：前往伊
朗应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女士（学前儿童除外）须戴
头巾，避免穿着暴露；男士不要穿背心或短裤外出；
注意安全，保护好私人财物；遵守当地法律，不在敏
感区域拍照，不要使用GPS、对讲机等设备。

此外，由于伊朗是地震多发区，建议提前学习
应急知识；伊朗夏季炎热高温，应注意防暑；在伊
朗不能使用银联、维萨、万事达等信用卡及旅行支
票；不准携带含酒精饮料、猪肉及其制品以及各类
违禁物品入境；建议赴伊朗的中国公民事先购买
旅行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