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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飞船将3名宇航员平安送入空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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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情况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融公司”）于2017年9月25日签署《中信银行不
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
行将其对四子王旗佳辉硅业有限公司不良资
产（详见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
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二、债权转让通知

自公告之日起，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
依法将四子王旗佳辉硅业有限公司不良资产
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和其
他义务人。

三、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
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上述债权的合法受让
人，已依法取得上述债权，现依法向各债务
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进行催收，请各债务
人、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
和其他义务人的权利义务承继人，自本公告
刊发之日起，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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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特此公告。

转让方：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
特分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
发区中信大厦

联系人：薛先生
联系电话：0471-5313750
受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2号院

北楼
联系人：朱女士
联系电话：010-5780936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10-57809364
2018年12月5日

公告清单
转让基准日2017年9月28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
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

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华
融公司的利息、罚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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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
讼程序的，并已由中信银行呼和浩特分行（含
各分支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公证费、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
以有关法律文书和正式发票确定的金额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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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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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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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本金 利息
债权
合计

费用

中 信 银

行 呼 和

浩 特 分

行

四子王

旗佳辉

硅业有

限公司

山西三佳化

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 、四

子王旗佳辉

硅业有限公

司、阎吉英、

郭秋梅 、阎

慧辉、 介休

市绵山风景

区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等

15000.00 1645.00 16645.00 116.00

合计 15000.00 1645.00 16645.00 116.00

新华社消息 12月3
日升空的俄罗斯“联盟
MS-11”飞船在飞行约6小
时后与国际空间站顺利对
接，将来自俄罗斯、加拿大
和美国的3名宇航员平安
送入空间站。

据俄航天集团3日发
布的消息，飞船于北京时
间4日凌晨1时33分与国际
空间站的“探索”号小型实
验舱自动对接。在完成对

接约5分钟后，俄宇航员科
诺年科、加拿大宇航员圣
雅克和美国女宇航员麦克
莱恩从飞船进入空间站，
与站内宇航员会合。

按计划，新入站的3名
宇航员将在空间站内连续
驻守194天。据俄专家介
绍，科诺年科等宇航员将
在空间站内首次用新型磁
性3D打印机，借助磁悬浮
技术制作小鼠甲状腺和人

体软骨组织。
此外，今年8月底与空

间站对接的“联盟MS-09”
载人飞船的内壁上出现一
条长度近2毫米的裂缝，当
时在站内的宇航员已用特
制胶水和胶带封堵了该裂
缝。预计俄宇航员普罗科皮
耶夫、科诺年科将在本月11
日实施太空行走，检查飞船
舱壁外表面是否受损。

今年10月11日，携有

“联盟MS-10”载人飞船的
“联盟-FG”火箭在升空时
发生故障，所幸火箭整流
罩上的4台分离发动机及
时启动，进而带动载有两
名宇航员的飞船舱段脱离
危险区域。最终，飞船上的
两名俄美宇航员平安返回
地球。本月3日的“联盟
MS-11”飞船发射，是俄在
上述发射事故后首次实施
载人航天发射。（栾 海）

新华社消息 尼日利
亚总统穆罕马杜·布哈里12
月2日出面辟谣，驳斥关于他
死亡和使用替身的传闻。

布哈里当天在波兰南
部城市克拉科夫向尼日利
亚移民群体发表演讲。当
回答他是否把名为贾布里
勒·阿米努的苏丹人当作“替
身”时，布哈里说：“（你们面
前的）是真正的我，我向大家
保证。我将很快庆祝76岁生日，
而且我身体仍会十分健康。”

布哈里1942年12月17

日出生，将参加定于明年2
月举行的尼日利亚总统选
举。他去年因患病在英国
治疗5个月，没有公布所患
疾病。路透社报道，布哈里
的政敌在社交媒体上散播
消息，贾布里勒成为布哈
里的“替身”。没有证据证
实传闻，但一段作出类似
推断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
得到数以千计的点击。

布哈里驳斥散播谣言
的人“无知”。“我患病期间，
许多人希望我已经去世。

一些人甚至找到副总统耶
米·奥辛巴乔，希望奥辛巴
乔考虑他们担任他的副
手，因为他们以为我死
了。”“这样的事情让奥辛
巴乔十分尴尬，”布哈里
说，他在伦敦康复期间，奥
辛巴乔曾探望他。

关于兑现竞选承诺，布
哈里说，他将改善尼日利亚
安全状况、促进经济增长并
打击腐败。在他看来，尼日利
亚政府在安全、经济和农业
领域“干得不错”。（王逸君）

新华社消息 美国《福
布斯》杂志网站12月3日发
布YouTube个人频道年度
十大收入最高主播名单，
现年7岁的男孩主播“瑞
安”以去年6月1日至今年6
月1日的一年间税前收入
2200万美元（约合1.5亿元
人民币）荣登榜首。

瑞安自2015年开始在
YouTube开设“瑞安玩具评
价”频道，节目内容深受美国
孩子喜爱。这个频道播出瑞

安玩玩具和对不同玩具的
反应，现在每个月吸引多达
10亿人次观看。

瑞安在2017年的评选
中排名第八位，最新榜单上
的收入比2017年统计数翻
了一番还多。“瑞安玩具评
价”频道目前有超过1700万
订户，最出名的一条视频收
看量超过9.3亿次。

据瑞安母亲介绍，他最
初喜欢看网上的玩具评价
视频，后来决定自己当主播。

她回忆说：“有一天，他问我，
‘为什么其他孩子可以上
YouTube而我不行？’于是我
们做出决定，我们可以。我们
带他去商店挑选他最开始
（评论需要）的玩具，我记得
是乐高火车套装。然后，一切
从那里起步。”

今年的榜单上，排在瑞
安之后的还有电玩主播、美
妆主播、饶舌歌手等，分别来
自爱尔兰、加拿大、英国等
国。 （乔 颖）

新华社消息 荷兰
一家法院12月4日驳回一
名男性公民更改年龄的
请求。男子名叫埃米尔·拉
特尔班德，现年69岁。他
今年11月向法院提出请
求，希望将自己的年龄改
小20岁，将出生日期从
1949年3月11日改为1969
年3月11日。

荷兰阿纳姆地区法
院法官对此表示不同
意。法新社3日援引法院

声明报道：“拉特尔班德
先生可以感觉比实际年
龄年轻20岁并相应行
事。但同意他修改出生日
期会导致20年的出生、
死亡、结婚和合伙人注册
记录消失……这会造成
一系列不良法律和社会
后果。”

拉特尔班德自称“年
轻之神”，说医生确定他
生理年龄在40岁到45岁
之间，但却处处遭到“年

龄歧视”。他自称能够赢
得“所有女子”芳心，但当
她们得知他的年龄后却
不能得手。拉特尔班德因
此向法院提出请求，要求
更改年龄。

拉特尔班德目前决
定上诉。他说：“这关系到
我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
志。”他为此已经聘用律
师18个月，并表示如有必
要，愿意把官司打到欧洲
人权法院。 （袁 原）

欲改小年龄20岁 荷兰69岁男子请求遭法院驳回

12月3日，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联盟MS-11”

载人飞船发射升空。图为3名宇航员准备就绪

尼日利亚总统“被死亡”

新华社消息 在欧洲
享有盛誉的商界奇才、比利
时首富阿尔贝·弗雷尔12月3
日辞世，享年92岁。

弗雷尔旗下企业GBL
投资集团3日发布消息，证实
弗雷尔的死讯。“过去30年，
GBL集团在他的带领下，一
跃成为欧洲最大的控股公
司之一。他的专业精神和人
性色彩给本企业留下深深
印记。”

美国《福布斯》杂志估
算，弗雷尔身家大约62亿美

元。路透社、法新社等多家媒
体称弗雷尔为比利时首富，
但一些比利时媒体推测他
在本国富豪榜上的排名可
能已经跌至第四。

弗雷尔1926年在比利
时南部沙勒罗瓦出生，17岁
辍学到家族小企业打拼，逐
渐展露惊人的商业天赋。上
世纪70年代，这家小企业已
由他打造成比利时首屈一
指的钢铁巨头，全国几乎所
有钢铁生产都受它控制。弗
雷尔后来出售这家企业，用

这笔资金广泛投资于其他
行业，同样取得骄人成绩。弗
雷尔是欧洲不少知名企业
的大股东，包括运动品牌阿
迪达斯、能源巨头道达尔、葡
萄酒商保乐力加集团、建筑
材料巨头拉法热豪瑞公司。

弗雷尔有3个孩子，爱
打高尔夫球，热衷于品鉴葡
萄酒和美食。弗雷尔85岁时
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的成功
得益于“勤奋工作、保持热情
以及打造一支能够配合无
间的得力团队”。（杨舒怡）

比利时首富92岁辞世

美7岁男童获评今年收入最高YouTube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