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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陈坚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陈坚（身份证号：339011197301015018）

与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
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
已于2020年 9月 15日依法转让给陈坚。绍兴
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坚履行
相关义务。陈坚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陈坚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联系电话：13905858315 13676859618
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陈坚
2020年9月16日

序号 主债务人 币种 账面利息
余额

账面本息
合计

担保人及抵押名称

1 浙 江 铭
仕 管 业
有 限 公
司

人民币 3869.99 760.72

【抵押】：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所
有的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的
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20976.64㎡，
土地面积37490.7㎡
【保证】：冯剑铭、贠赤宇

账面本
金余额

浙江铭仕
管业有限
公司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 2020年2月2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

2. 担保人的保证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

3. 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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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绍兴众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主债务人 币种 账面利息
余额

账面本息
合计

担保人及抵押名称

1 浙 江 铭
仕 管 业
有 限 公
司

人民币 3869.99 760.72

【抵押】：浙江铭仕管业有限公司所
有的位于诸暨市店口镇湖西村的
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20976.64㎡，
土地面积37490.7㎡
【保证】：冯剑铭、贠赤宇

账面本
金余额

浙江铭仕
管业有限
公司

根据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光大金
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
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20年
9月15日依法转让给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通知各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绍
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绍兴
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联系电话：0575-83825522
1367685961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绍兴众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 2020年2月29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
人。

2. 担保人的保证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
文件约定为准。

3. 若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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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全面落实管党治党
责任，近日，绍兴市上虞区
排水管理有限公司开展了
9月份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暨“为企业发展强‘根’铸

‘魂’——《中国共产党国
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试行）》主旨解读”专题党
课。公司全体党员干部、
入党积极分子和专兼职党
务工作者参加学习。

本次党课邀请了上
虞区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天
麟授课。他从深刻认识

《条例》制定的重大意义、
充分认清《条例》内容的
鲜明特点、全面落实《条
例》宣贯的措施要求等三
方面，为大家作了深入浅
出的解析。

参加党课的党员干
部表示，通过党课的学
习，使他们在思想上提高
了认识，深刻了解了加强
国企基层组织工作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表示将结
合党课精神，立足岗位，
联系实际，进一步把本职
工作做好做实。 章勤

为企业发展强“根”铸“魂”
上虞排水公司举办专题党课

近日，浙江交通集团钱江
通道北接线项目周王庙互通
辛江塘桥成功合龙，全线重难
点控制性工程建设由此取得
重大突破，为全线贯通奠定了
坚实基础。

由于上跨航运繁忙的辛
江塘河，航道净空要求高，因
此辛江塘桥选用变截面连续
箱梁施工，采用挂篮分节段浇
筑。同时，变截面连续箱梁每
一个标高均不同，桥身线性控
制难度较大，安全风险较高。

为使施工顺利进行，项目
通过开展百日立功竞赛等活
动，合理组织施工，节节推进
施工进度，同时，对模板安装、

波纹管安装、劲性骨架焊接等
工序进行严格把关，实现了大
桥的顺利合龙。

夏国锋 石莉莉

周王庙互通辛江塘桥成功合龙

金华市暖阳体育培训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
用章一枚，编号:3307040116612，声明作废。
兹有桐乡衣玩朝服饰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编号为 33048310027367，合同专用章一
枚，编号为 33048310027368，财务专用章一
枚，唐艳法人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州星泽柬影视工作室遗失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60007808301，声明作废。
宁波市江北友卓金属回收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3302050077625，声明作废。
宁波九份花艺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120363859，声明作废。
宁波玖酷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3302120292106，声明作废。
嘉兴天翔物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
3304110009281、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宁波奉化恒铝机械有限公司经股
东决定，本公司决定注销，同时成立清算小
组，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工商注销手续。特此
公告
减资公告：宁波盛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
币减到 50万元人民币，并按有关规定办理
工商减资手续。特此公告

6年时间里，在对逾100个地
方政府、相关部门及重点企业实施
约谈后，生态环境部宣布，《环保部
约谈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
法》）完成升级。目前，新版《生态
环境部约谈办法》（以下简称《约谈
办法》）已发布实施。

据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适应机构改革和职责调整，升
级版的《约谈办法》进一步传导压
力，压实责任，推动打赢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同时对约谈主体、约
谈情形等作出适当的调整。《约谈
办法》新增了平时不作为、急时“一
刀切”等4种约谈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约谈办法》
明确提出，地方上一旦出现“对习
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不力和对党中央、国务院
交办事项落实不力的；超过国家
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或未完成国家下达的环境质量改
善、碳排放强度控制、土壤安全利
用目标任务的”这两种情形中的
一种，生态环境部可约谈省级政
府负责同志。

约谈百余名县市长
促进改善生态环境

2014年，《暂行办法》发布实
施。针对减排日常督查和核查核
算、重点环境问题督查、重点流域
考核等领域的突出问题，原环保部
对一批地方政府实施了约谈。

2014年9月，原环保部华南环
保督查中心就湖南省衡阳市污染

减排国家目标责任书项目建设进
展严重滞后问题约谈衡阳市政
府。同年11月4日，原环保部华北
环保督查中心就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约谈了河南省安阳市政府主要
领导。同年12月30日，原环保部
西南环保督查中心就滇池流域水
污染防治工作约谈了昆明市政府，
责成其暂停五华区等4区新增主要
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在实施了这一系列约谈后，环
境监管方式也实现了由“督企”到

“督政”的转变。
衡阳、承德、沧州、临沂、保定、

马鞍山、无锡、郑州、安阳、南阳、百
色……到了2015年9月，原环保部
全面推行“督政”措施一年时间里，
全国已有2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政
府“一把手”也就是市长被约谈。
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不但城市存
在的突出环境问题被曝光，而且城
市市长的名字也同时被曝光。

2017年4月1日，因所在区域
大气环境质量恶化，北京市大兴
区，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省石家庄
赵县、唐山开平区、邯郸永年区、衡
水深州市以及山西省运城河津市
政府7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
人被环保部集中约谈。

2018年5月3日，山西省晋城
市市长、阳泉市市长；河北省邯郸
市市长接受生态环境部的公开约
谈。同年5月11日，因辖区数十家
企业非法倾倒危险废物，广东省广
州市、江门市、东莞市，江苏省连云
港市、盐城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
市和温岭市7个城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被生态环境部约谈。同年8月2
日，因燃煤小锅炉淘汰不到位，扬
尘污染控制不力，“散乱污”企业未
完成整改，北京市通州区区委副书
记、代区长，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
县委副书记、县长，石家庄赵县县
委副书记、县长，山西省晋城市城
区区委副书记、区长以及河南省新
乡市辉县市市委副书记、市长被生
态环境部约谈。

2019年 6月 14日，因未完成
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任务，空气质量
明显恶化，河北省保定市市长、廊
坊市市长，河南省洛阳市市长、安
阳市市长、濮阳市市长，山西省晋
中市市长被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

除了政府市长外，《暂行办法》
实施后，原环保部对北京城市排水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主要负
责人实施过约谈。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透露，
《暂行办法》实施的6年中，生态环
境部先后分30多个批次对逾100
个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及重点企业
实施了约谈。约谈措施不仅使被
约谈地市加大生态环境问题的治
理力度，还促进了这些地区生态环
境质量的改善。

有关条款实现整合
新增四种约谈情形

生态环境部所实施的约谈，是
指生态环境部约见未依法依规履
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
不到位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负责人，或未落实生态环境保
护主体责任的相关企业负责人，指

出相关问题、听取情况说明、开展
提醒谈话、提出整改建议的一种行
政措施。

上述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
透露，升级版的《约谈办法》由十三
条调整为六章二十六条，规定的约
谈情形增加至9种，“除将有关条款
进行整合外，《约谈办法》新增4种
约谈情形”。

据其介绍，新增加的4种情形
包括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
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和对党中央、
国务院交办事项落实不力，以及平
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等。

如果环境问题突出
就约谈企业董事长

上述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
说，《约谈办法》还明确了约谈省
级、地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和国有
企业具体要求。

《约谈办法》明确，根据生态环
境保护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情况，
约谈对象一般为市（地、州、盟）人
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约谈事项
涉及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区域、重
要生态功能区或大气污染传输通
道的，可以下沉约谈县（市、区、旗）
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生态
环境问题突出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国有企业，可以约谈其董事长或总
经理，并同步约谈企业所在市（地、
州、盟）人民政府负责同志。

《约谈办法》指出，约谈对象为
市（地、州、盟）人民政府主要负责
同志时，可邀请省级生态环境部门

负责同志等参加。被约谈地区为
副省级城市的，可以约谈市人民政
府分管负责同志。约谈事项涉及
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责任
的，可以同步约谈有关职能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约谈办法》还规定，
约谈其董事长或总经理时，可同步
约谈企业所在市（地、州、盟）人民
政府负责同志。

此外，《约谈办法》明确提出，
可对省级政府负责人实施约谈。
上述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说，针
对约谈省级人民政府有关负责同
志，《约谈办法》明确了两种情形，
一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
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的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和对党中央、
国务院交办事项落实不力的；二是
超过国家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
制指标，或未完成国家下达的环境
质量改善、碳排放强度控制、土壤
安全利用目标任务的。

至于谁来对省级人民政府负
责同志进行约谈，《约谈办法》指
出，一般由生态环境部分管部领导
组织约谈。

关于约谈整改，《约谈办法》指
出，针对生态环境部的约谈问题，
地方应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整
改。《约谈办法》规定，对约谈整改
重视不够、推进不力并造成恶劣影
响的，将视情况采取函告、通报、专
项督察等措施。《约谈办法》强调，
生态环境部约谈不取代立案处罚、
区域限批、责任追究、刑事处理等
相关措施。

据《法治日报》

9月14日，中国国家知识
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
心发布的《2019年中国知识
产权发展状况评价报告》显
示，中国知识产权发展水平在
全球的排名快速提升，短短5
年时间内，排名已从2014年
的第20位，快速跃升至2018
年的第8位，平均每年提升近
3个位次。

《报告》还显示，截至
2018年，全球知识产权发展
水平排名前10位的国家分别
为日本、美国、韩国、瑞士、德
国、荷兰、芬兰、中国、瑞典和
丹麦。单看知识产权能力，我
国 2018 年已跃居全球第 5
位，仅次于美国、日本、瑞士和
芬兰；知识产权绩效更是排名
全球第3位。这些都说明，我
国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稳
了。

近年来增速明显加快

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韩秀成介绍，全国知识产
权发展状况指数以2010年为
基期年份，设置2010年综合
及创造、运用、保护、环境发展
指数为 100，并对 2010 年至
2019 年的全国数据进行测
算。

记者注意到，这些指标每
年都会调整和更新，以求更加
精准。2019年该指标体系由
创造、运用、保护和环境4个
一级指标组成，共下设46个
三级指标。其中，“专利密集
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是今年新增的指标。今年
3月份，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
统计局联合发布公告显示，
2018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
增加值为 107090 亿元，占
GDP比重为11.6%。

根据新指标计算，2010
年以来，全国知识产权综合发
展指数呈持续增长态势，2019
年继续稳步上升，达到279.2。

记者还注意到，如果以
2013年为分界点，近年来中
国知识产权领域的进步更为
明显——2013年之前，我国
知识产权综合发展指数年均
增长率为5.4%，2013年之后
这一指数年均增长率达到
15.0%。党的十八大以后，我
国创新指数增速也明显加快，
2019年达到270.5，年均增长
率为11.7%。

快速增长的指数背后，是
知识产权创造各指标相应领域
取得了显著成绩。2019年，我
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为35.4
万件（不含港澳台），是2010年
的4.8倍；国内商标注册量为
602.8万件（不含港澳台），是
2010年的5.2倍；国内著作权
登记量为418.6万件，是2010
年的9.5倍；共受理国内PCT
国际专利申请 5.6 万件，是
2010年的4.8倍；我国申请人
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量为
6461件，是2010年的3.4倍；
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3.3
件，是2010年的7.6倍。

2019年，我国国内发明
专利平均维持年限为6.6年，
较2010年增加1年，体现出
在专利缴纳年费制度的经济
杠杆作用下，我国专利质量稳
步提升。

含金量越来越足

自2010年以来，我国知
识产权运用指数整体呈平稳

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
9.9%。知识产权运用效益日
益凸显，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
发展。2018年，我国版权产
业的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7.37%，较2010年提升0.8
个百分点。

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
的能力逐步提高。2019年专
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数量
为 21.3 万件，是 2010 年的
35.7倍。2019年商标转让数
达到44.6万件，是2010年的
7.0 倍。2018年我国技术市
场合同成交项数为41.2万项，
金额达 1.8 万亿元，分别是
2009年的1.9倍和5.8倍。

韩秀成表示，知识产权得
到有效运用，离不开良好的知
识产权保护环境。近年来，我
国司法保护体系建设全面加
强，审理案件数量成倍增长，
审判质效也大幅提升。2019
年，我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
事、行政、刑事一审案件量分
别是2010年的9.5倍、7.5倍、
1.3倍；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涉
及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数为
4346件，提起公诉的涉及知
识产权犯罪案件为5433件，
分别是 2010年的 2.8 倍、3.2
倍。此外，各有关部门、各地
区联合开展重点专项工作，也
有效遏制了侵权、假冒、盗版
等违法行为蔓延的势头。

同时，知识产权保护法律
法规体系更加完善。2019年，
我国完成了商标法修改；中办、
国办印发实施《关于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的意见》。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成效获得了社会公
众普遍认可，2019年我国知识
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为78.98
分，较2012年提升15.29分。

仍有待提质增效

我国知识产权蓬勃发展
的同时，也存在明显不足。《报
告》显示，从创造数量、质量和
效率指数绝对值情况来看，全
国绝大部分地区知识产权创
造质量指数较数量指数、效率
指数偏低。“比如，反映专利质
量的专利维持年限以及反映
知识产权海外布局的PCT国
际专利申请受理量、马德里商
标国际注册申请量等。”韩秀
成表示，这说明我国知识产权
含金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此外，从运用规模、运用
效益的指数绝对值来看，全国
大部分地区知识产权运用规
模指数高于运用效益指数，也
就是说，虽然越来越多的知识
产权得到了运用，但效益并不
突出，这与知识产权的质量、
运营环境都有一定关系。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更
能看出我国知识产权短板所
在。在国际比较中，2018年
我国知识产权环境指数排第
23位，落后于知识产权能力
和绩效的排名。在环境指数
中，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制
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分别位列
第26位和第31位，相对文化
环境第 11 位的排名明显靠
后。从2014年至 2018年变
化情况来看，制度环境指数和
市场环境排名位次提升也落
后于文化环境。

“继续强化知识产权制度
建设、改善市场环境，将是我
国知识产权下一步发展重
点。”韩秀成表示。

据《经济日报》

在第十七个“全国科
普 日 ”即 将 到 来 之 际 ，昨
日，建德市下涯中心幼儿
园一群可爱的小萌娃在老
师带领下，来到童蒙幼儿
科技探秘发现室，了解、体

验与观摩机器人、地动仪、
学习仪、天文望远镜、风向
仪等科技模型的构造、特
点与作用，让他们大开眼
界。

通讯员宁文武 摄

萌娃科技室里
开眼界

生态环境部出台新版约谈办法 平时不作为急时“一刀切”将被约谈

压实责任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
状况评价报告》显示——

我国知识产权
发展水平

跃居全球第八
（上接第1版）
文章指出，要加强监测预警

和应急反应能力。要把增强早期
监测预警能力作为健全公共卫生
体系当务之急，完善传染病疫情
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
加强实验室检测网络建设，建立
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协同监
测机制，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预案体系，强化基层卫生人
员知识储备和培训演练，深入开
展卫生应急知识宣教。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
疫情防控等卫生健康工作机制。

文章指出，要健全重大疫情
救治体系。要全面加强公立医院

传染病救治能力建设，完善综合
医院传染病防治设施建设标准，
提升应急医疗救治储备能力。要
优化医疗资源合理布局，统筹应
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
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
全分级、分层、分流的传染病等重
大疫情救治机制，完善城乡三级
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国家医学中
心、区域医疗中心等基地建设，提
升重大传染病救治能力。

文章指出，要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要总结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斗争经验，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
涵，创新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
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
期性问题。要全面改善人居环境，
加强公共卫生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
式，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文章指出，要发挥中医药在重
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中西医结
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
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要加强
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
理论和诊疗规律，加强古典医籍精
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
撑平台，改革完善中药审评审批机

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
展。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强
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加强对中
医药工作的组织领导，推动中西医
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文章指出，要完善公共卫生法
律法规。要有针对性地推进传染病
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
等法律制定和修订工作，健全权责
明确、程序规范、执行有力的疫情防
控执法机制。普及公共卫生安全和
疫情防控法律法规，推动全社会依
法行动、依法行事。

文章指出，要发挥科技在重大
疫情防控中的支撑作用。生命安
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

果是国之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
手中。要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
投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集中力量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持续
加大重大疫病防治经费投入，加快
补齐我国在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短
板。

文章指出，要加强国际卫生交
流合作。继续履行国际义务，发挥
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全
面深入参与相关国际标准、规范、
指南的制定，分享中国方案、中国
经验，提升我国在全球卫生治理体
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共同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