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债务企业名称 所在地 债权本息 抵押担保情况 备注

1 山东先先食品有限公司 泰安市 516 . 34 机器设备抵押

2 新泰市饮食服务公司 新泰市 477 . 53 办公楼抵押

3 泰安市东安工程爆破有限公司 泰安市 22 . 84 泰安市热电总公司担保

合计 1016 . 71

长城资产
商机无限

山东先先食品有限公司等
3 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收购的山东先先食品有限公

司等 3 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万元

以上 3 户合计债权本金折合人民币 1016 . 71 万元，泰安

市热电总公司担保 16 万元，其余债权全部为抵押贷款。其中

抵押债权已判决胜诉，现在执行中；主债权全部诉讼。

借款人山东先先食品有限公司，该企业已关停，但

是法院已判决借款人还款，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

权。借款人新泰市饮食服务公司，现处于半关停状态，

但是法院已判决借款人还款，并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

权，且该户债权的抵押资产处于新泰市中心，地理位置

优越，交通方便。

详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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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http：//www. gwamcc . com)。

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竞价等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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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09 年 4 月 8 日至 2009

年 4 月 21 日。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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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新 赵娜

联系电话：0531-82079897 82079798

传 真：0531-82079897

通信地址：济南市经七路 168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办事处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傅强

联系电话：0531-8207979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

2009 年 4 月 8 日

崔俊杰 王建国

2009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三

据新华社北京４月７日电 国
家主席胡锦涛７日就意大利阿布鲁
佐大区发生严重地震灾害，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向意
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致慰问电。

胡锦涛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并以个人名义，向纳波利塔诺总

统并通过他向灾区人民和遇难者
亲属致以诚挚慰问，对遇难者表
示沉痛哀悼。胡锦涛表示相信，
在纳波利塔诺总统和意大利政府
的领导下，意大利人民一定能够
克服困难，早日恢复灾区正常生
产生活秩序，重建美好家园。

意大利发生严重地震灾害

胡锦涛致慰问电

意大利救援人员夜以继日搜
寻阿布鲁佐大区地震幸存者。消
防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７日清
晨，超过１００人因消防人员救援从
废墟下死里逃生。设在阿布鲁佐
大区首府拉奎拉的地震救援服务
协调中心７日说，地震致死人数上
升到至少２０７人，另有大约１５００人
受伤，其中１００余人伤势严重。

内政部长罗伯托·马罗尼承
诺，救援人员将昼夜工作，直至
找到全部幸存者。

随着救援人员打通连接震区
的高速公路，用于运输幸存者和
大型救援设备的车辆不断涌向阿
布鲁佐大区。消防人员动用搜救
犬和起重机，努力接近废墟下的
幸存者。

地震发生２３小时后，２４岁女
子马尔塔·瓦伦特从拉奎拉一栋４
层公寓楼废墟下获救，情况暂时
良好。

消防人员还从拉奎拉一处公
寓楼废墟救出一名２１岁女子和一
名２２岁男子。不少拉奎拉大学学
生在这栋楼租住。

在一栋坍塌的大学宿舍楼，
至少５名学生仍掩埋在废墟下。失
踪学生的亲友身裹毛毯、蜷缩在
雨伞下，观看救援人员挖出衣
柜、座椅、照片、钱包、日记等
物品。

亲友们或啜泣、或脸色铁
青，拒绝与媒体记者交谈。

地震共袭击拉奎拉周遭２６个
城镇，震毁１万至１．５万栋建筑
物，致使至少５万人无家可归。在
只有３００名居民的村庄奥纳，就有
３８名村民遇难。“这是一场灾
难，让我们极度震惊，”居民雷
纳托·迪斯特凡诺说，“地震直捣
城市心脏。这是我们永远忘不了
的痛。”

当地已建起５个帐篷避难所。
美联社记者７日前往其中一处避难
所，发现幸存者已获得面包和
水。

当天早晨，数十名幸存者在
帐篷外面排队，等待喝上一杯热
咖啡。震区７日日间气温为１６摄氏
度，夜间将降至１０摄氏度以下。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救援
部门除搭建可容纳４０００人的帐篷
避难所外，还联系当地旅馆，以
腾出４０００个房间安置１万人。

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
科尼说，３５个国家已表示愿向意
大利提供援助，但意大利眼下可
以独自应付。

贝卢斯科尼７日命令１０００名士
兵前往震区展开救援，称意政府
可拿出３０００万欧元（４０６０万美
元）紧急救援款。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意大利强震死亡人数升至 207 人

意大利中部地区６日凌晨发
生里氏５. 8 级地震，这是意大利
近 30 年来造成最惨重伤亡的地
震。一些地质学家分析，这次地
震级别虽然相对不高，但发生时
间以及震源深度等因素可能显著
增加了地震破坏力。

板块交界 地震多发

英国地质勘查研究所专家罗
杰·马森认为，从地质学角度分
析，意大利所属的亚平宁半岛本
就属于地震多发地，亚平宁半岛
以西属于欧亚大陆板块，以南为

非洲板块，后者以缓慢速度向北
移动。此外，半岛以东还存在一个
朝东北方向移动的阿德里亚小板
块，几大板块间的挤压或者拉伸
可能引发地质活动，待能量积累
到一定程度爆发，发生里氏５、６级
地震从概率上说“不足为奇”。

地质学家担心，这次地震产
生的能量可能在今后数月内引发
级别不小的余震。

浅源爆发 加重危害

让这次地震造成如此严重损
失，却是时间、震源等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地震震中位于阿布鲁

佐省首府拉奎拉市附近地区，且
震源只有 10 公里。

其次，这一地区地下属沉积
土结构，非但不能缓冲反而会助
推地震冲击波，加重地震危害。

第三，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
凌晨３时３２分，睡梦中的居民
难有足够时间和反应逃离。

最后，大量房屋坍塌则归因
于这些建筑的抗震性差。拉奎拉
市许多建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文
艺复兴时期，根本不可能抵御持
续约半分钟的地震。

专家预警 当局无视

当救援人员仍在搜寻地震幸
存者时，一名地震学家的先前预
警成为意大利舆论焦点。

据报道，一名专家地震发生
前数周曾警告这一地区会发生
“强烈地震”，但地方政府却未
予理睬，反而要求警方以“散布
恐慌”为由调查他。

意大利民防局上月３１日曾
召集有关专家展开地震风险评估
会议，最终作出“常规震动”的
结论，以安抚焦虑居民。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４月７日电 世界
银行７日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
报》称，中国经济有望今年开始
复苏，并于２０１０年全面复苏。

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
半年报》定期对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经济进行评估。最新一期报告
认为，在巨额经济刺激方案的推
动下，中国经济有望于今年年中
见底。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首席经济学家维克拉姆·尼赫鲁
说，中国经济即将见底的预测主
要基于近期中国经济的相关数
据，包括银行信贷增加、采购经
理指数上升，工业增加值增长以
及城镇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回升
等都表明中国经济形势有可能出
现改善。

尽管如此，尼赫鲁仍然对这
一预测表示谨慎。他说，是否能
够更加肯定地作出中国经济复苏

的判断，还要看当前出现的积极
趋势能否在今后几个月持续下来
并进一步改善。

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有望触
底将给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黯淡
前景带来一丝希望。中国经济的
率先复苏将有助于该地区实现稳
定和走向复苏。

但报告警告说，由于中国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出口，
而国际市场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仍在继续萎缩，因此东亚与太平
洋地区要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复
苏，最终仍要取决于发达经济体
的经济状况。

报告预测，在出口大幅疲
软，内需放缓的情况下，东亚发
展中国家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增长在２００９年将达
５．４％。这比去年１２月发布的上
一期《东亚经济半年报》作出的
６．７％的预测下调１．３个百分点。

东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
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柬
埔寨、老挝、蒙古等。世界银行
近期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调
低至６．５％。

报告预计，东亚地区的低收
入国家将跻身受经济下滑影响最
大的国家之列。由于服装和旅游
业出现下跌，柬埔寨有可能经历
最严重的经济增速下降，而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使老挝、蒙古、巴布
亚新几内亚和东帝汶遭受重创。

报告同时指出，增长疲软预
期将会拖慢东亚地区的减贫步
伐，今年贫困线以下人口预计将
比一年前估算的多１０００多万。

尼赫鲁说，东亚与太平洋地
区正面临困难。各国如果能在应
对短期挑战的同时关注长期发
展，危机过后将有可能处于更有
利的地位实现可持续增长。

他说，中国政府应将刺激经
济增长的措施同长期经济结构调
整结合起来，推动中国经济从出
口导向型向出口和内需比较平衡
的结构转变。中国政府目前采取
的措施有利于危机过后实现经济
社会更可持续的发展。

■灾 区表情

家园被毁的居民。 休息片刻再投入紧张的救援中。 死难者家属在棺材前默哀。 受伤的小女孩。

世界银行报告分析

中国经济有望今年复苏

无奈 希望 悲恸 伤痛

本报综合消息 据美国媒体报
道，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4
月 6 日在首都哈瓦那与到访的 7 名
美国众议院议员举行了一次历史性
会晤。这次会谈开创了古巴与美国
关系的先河，两国近半个世纪的不
信任关系有望得到改善。这是奥巴
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国会议
员首次访问古巴。

古巴革命领导人菲德尔·卡斯
特罗在 6 日早些时候发表专栏文章
说，直接协商“是两国人民之间寻
求友谊与和平的唯一方式”。

分析人士认为，菲德尔选择这
个时刻发表这篇文章，是对古巴与
美国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个积
极信号。

古美关系开先河

劳尔与
美国会代表团会晤

据新华社华盛顿４月６日电 美
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欧
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和瑞
士央行等西方五大央行６日宣布总
额近３０００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以改善金融市场的信贷状况。

五大央行当天发布的联合声明
指出，如果需求增加，将通过这一
新货币互换协议，向美联储提供相
应的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
郎。声明还强调，西方央行将继续
合作采取必要步骤促使全球金融市
场稳定。

根据美联储的声明，此次互换
协议涉及总金额约为２８７０亿美元，
美联储可通过支出美元购买其他央
行的货币储备。具体来讲，美联储
将可从英国央行购买３００亿英镑
（约合４５０亿美元）的储备，从欧
洲央行购买８００亿欧元（约合１０８０
亿美元）的储备，从日本央行购买
１０万亿日元（约合９９０亿美元）的
储备，从瑞士央行购买４００亿瑞士
法郎（约合３５０亿美元）的储备。

西方五大央行宣布
货币互换协议

新华社专电 俄罗斯总统德米
特里·梅德韦杰夫６日公布家庭财产
状况，包括他个人工资和家庭存
款、房产等。这是俄罗斯领导人首
次对外公布个人家庭财产。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公布的一
份声明，梅德韦杰夫２００８年收入为
１２．４万美元。他之前４年平均年收
入为５．２万美元左右。

梅德韦杰夫和妻子共同拥有一
套３６８平方米的公寓和不超过９万美
元的银行存款。梅德韦杰夫还拥有
一块面积为４７００平方米的土地，妻
子有一辆大众高尔夫汽车和两个停
车位。

俄罗斯长期受腐败问题困扰，
梅德韦杰夫２００８年就任总统，推动
立法，强制高级官员必须每年公布
他们的家庭收入和财产。

俄总统首度公布财产
倡反腐

新华社专电 美国“News 10
Now ”电视台６日收到一封疑似来
自纽约州宾厄姆顿枪击案凶手吉
韦利·翁（音译）的信件。写信人在
信中说自己“生活糟糕”、“英语
差”，欲杀死自己和至少其他两人。

写信人还说，他数年来一直
受到警察侮辱和虐待。他在加利
福尼亚州生活时，警察用摄像头
２４小时监视他，甚至经常闯进房
间、把他从睡梦中叫醒。

信件邮寄日期为３日即枪击案
当天，但信中日期为３月１８日。宾
厄姆顿市政府发表声明说，调查
人员已把这封信件列为证据。

纽约州枪击案
凶手“遗书”现世

▲当地时间 4 月 6 日下午，加
拿大一名飞行学员偷偷驾驶学校的
飞机从安大略省升空后一路朝南闯
入美国领空。美军随后出动两架
F16 战斗机进行拦截，目前这名飞
行员已经被逮捕。这名男子承认有
自杀意图，驾驶飞机侵入美国领空
是希望能被美空军战斗机击落。

□新华社发

加一飞行学员欲自杀
偷开飞机闯美国

昼夜搜寻地震幸存者
意总理表示不需外援

地震损失严重缘于三大原因

●利好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迹象
●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复苏，最终仍要取决于发达

经济体的经济状况。
一些指标显示全球衰退最糟

糕阶段可能已过去，美国、欧洲
和中国近期发布的工厂活动报告
都已自纪录低点回升。尤其是在
中国，已有令人鼓舞的迹象。

——— 路透社

中国采取两条腿走路方针，
政府通过减少出口税等措施，出
口有所回暖；同时，致力于扩大
内需；中国银行业也十分健康。
而且，中国还有继续实施强有力
景气计划的实力。这都将对中国
复苏起到积极作用。

——— 德国世界经济
研究所专家罗德曼

中国经济趋势是 W 型转
好，大家还要有面对曲折的准
备，最大困难还是出口市场不
好，欧美个别月份的好转并不能
代表整体走势。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开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文

■各方观点

新华社专电 朝鲜媒体７日报
道，朝鲜５日的发射活动成功将一
颗试验通信卫星送入轨道。朝鲜
《劳动新闻》７日报道，朝鲜５日
的发射活动将“光明星２号”卫星
送入轨道，这颗卫星“正在传送
不朽的革命赞歌《金日成将军之
歌》和《金正日将军之歌》等信
号回地球”。

朝鲜发射活动有没有送卫星
入轨眼下尚存争议。韩国、日
本、美国和俄罗斯方面称，没有
监测到这次发射活动将卫星送入
轨道。

美国商用卫星运营商数字地
球公司７日发布一幅朝鲜发射活动
的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出火箭尾
部的火焰与白色的废气。这是第
一幅对公众发布的发射照片。

与发射是否成功的争议类

似，这次发射活动在国际上引发
的回声尚未平息。

韩国媒体７日报道称，这次发
射暴露出朝鲜在技术上的一些局
限，例如雷达未能全程追踪火
箭、回收火箭残骸船只出故障
等。

韩国《中央日报》援引一名
情报官员的话说，朝方“没有能
追踪发射物至数千公里外的雷
达，所以眼下它不知道发射物坠
落到哪里”。

此外，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
不具名韩国官员的话报道，一艘
派往太平洋回收火箭残骸的朝鲜
船只因机械故障无功而返。而据
《中央日报》报道，朝鲜一架紧
急起飞保护发射场地的米格－２１
战斗机因保养不力坠毁。

朝鲜坚称卫星入轨
暴露技术局限？

本报综合消息 据意大利
《欧联时报》报道，意东海岸华
人华侨联谊会会长王永绘介绍
说，大约有 7000 左右的华人居住
在阿布鲁佐大区，而居住在震中
拉奎拉市的华人有 50 人左右。地
震发生后，联谊会曾尝试着和震
中的华人取得联系，由于交通封
锁，电话无法接通。不过，该报
后来采访到了一位在拉奎拉开餐

馆的华人。据他表示，所有的华
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所幸无
人员伤亡。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的参赞
陶土根告诉当地华文媒体，地震
发生后，孙玉玺大使非常关心生
活在震区的华人，使馆已采取紧
急措施时刻关注震区的华人情
况。使馆将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帮
助因地震受伤的华人。

尚未发现有华人遇难

总部位于美国的非

盈利组织“科学与国际安

全发展学会”宣布，他们

得到卫星拍摄到的照片显

示，朝鲜发射的火箭正在

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