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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浙江益南
纤维科技
有限公司

担保情况所在地 币种

湖州 人民币 22521005.67

浙江美丝邦化纤有限公司、杭
州益邦氨纶有限公司、浙江益
南化纤集团有限公司、杭州益
利隆纺织有限公司、沈浙宏、孙
爱文夫妇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无

5999484.75 元
暂 计 至 2020
年2月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
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
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
力；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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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
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
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
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
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方式：0571-87163197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

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
0571-87163171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

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

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5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
浙江益南纤维科技有限公司单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抵质押
情况

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 单位：元

合计 22521005.67 5999484.75

序
号

1

债权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余额

浙江富丽达股

份有限公司

诉讼情况所在地 币种

杭州 人民币 3463.41 执行中
保证人：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戚建尔、

钱珏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66.11 万元（暂计算至

2020年2月9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
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本金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单位：万元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
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请
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该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充分支付能
力；交易对象不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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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
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

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

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经理

联系方式：0571-87163197
陈经理

联系方式：0571-86011927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 225号西

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

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
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察部）

0571-87163171(我分公司

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

2022年5月1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
浙江富丽达股份有限公司2户债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担保情况

合计 8931.78 868.46

序
号

1

浙江富丽达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 人民币 5,468.37 执行中
保证人：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杭州江东

富丽达热电有限公司、戚建尔、钱珏美

602.35 万元（暂计算至

2020年7月31日）
2

撤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金华监管分局

批准，撤销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义乌市营销服务部，其《保险许可证》机构编码：
000098330782001，许可证流水号：00030717 失
效，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
务。该机构后续工作由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金华中心支公司承接。

特此公告
渤海财险浙江分公司

2022年5月12日

撤销公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批准，撤销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萧 山 支 公 司 ，其《保 险 许 可 证》机 构 编 码 ：
000098330109，许可证流水号：00031026失效，任
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该
机构后续工作由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
公司承接。

特此公告
渤海财险浙江分公司
2022年5月12日

5月 6日，国网义乌
市供电公司佛堂供电所
顺利完成 10 千伏尚阳
线、柏峰线、剡溪线等16
台智能开关的馈线自动
化安装调试，这标志着
义乌架空线路智能开关
合闸速断式馈线自动化
正式投运。

受地理位置影响，
义乌西南部电网以架空
线路为主，一旦发生故
障，线路运维难度大，抢

修时间较长。为此，义
乌供电公司引入智能开
关合闸速断式馈线自动
化技术，当架空线路发
生短路故障时，能自动
就地隔离故障，通过负
荷转供对非故障区域恢
复供电。

下一步，义乌供电
将继续推进配电自动化
终端建设，预计今年完
成智能开关全覆盖。

宋荣宝 杨圣徐衎

5月8日，永康步行街
美食城地下开关站“物美
K218D开闭所”成功完成

“下改上”改造，这是国网
永康市供电公司实施的首
个配电设施“下改上”防涝
迁移改造项目。

“此次开闭所重见‘光
明’，不仅彻底解决了站房
积水渗水等隐患，还大大
提高了电气设备防涝抗台
能力。”永康供电公司运维
检修部相关负责人说。

依据《金华市加强城
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方案》，立足防大汛、
抢大险、救大灾，永康供电
公司全面排查地下空间及
低洼地势的配电设施，梳
理出 319 个隐患配电站
房，并编制“一站一策”改
造方案，同时，主动对接政
府部门、街道、物业、业主
等，推进地下配电设施“下
改上”迁移整治。

胡思哲 谢位红

义乌供电：
加快配电自动化终端建设

永康供电：
下好防汛防台“先手棋”

日前，衢州市人民医
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衢
州医院）第六届六次职工
代表大会、第八届三次工
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院
党委副书记、院长叶金林
作工作报告。

2021年，在市委、市
政府和市卫健委的领导
下，医院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围绕打造四省边
际医疗“桥头堡”的工作

目标，在医疗服务、人才
引育、科研突破、医院担
当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高质高效完成新院
区整体搬迁；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取得零的突破；深
化“37℃最有温度”服务
品牌建设；全力以赴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充
分彰显了衢医铁军护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坚强意志。

徐莉

衢州市人民医院职
代会暨工代会召开

义乌市妙鸳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各一枚，声明作废。
浙江嘉迅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遗失发票章一
枚，声明作废。
宁波豪天装饰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江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7 月 4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1330205MA2CHLXH0F，声明作废。
嘉兴晟晖光伏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33048310091960，声明作废。
宁波市海曙紫雨林广告设计工作室遗失公
章，编号：3302030096271，声明作废。
杭州萧山吉祥家私有限公司遗失美集物流
运输(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签发的正
本 FCR NGB96694, 船 名 航 次:TIANJIN/043E,提单号:292620051,申明作废。
嘉兴市秀洲区王店嘉宁模具加工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2330411MA2EUQWG2B)遗失
原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嘉兴市经开城南跃诚机械租赁服务部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宁波红香署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法人章
（周有妹），声明作废。
舟山雁南飞技术服务部遗失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3420008586601，声明作废。
宁波一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3302120419103，声明作废。
宁波维度空间设计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33021210128066，声明作废。
浙江佰城车联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章 3302120495205、法人章（余勤兰），声
明作废。
宁波市鄞州奥微广告有限公司遗失宁波市
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0年5月24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12554531380B；遗失公章一枚，声明
作废。
减资公告：浙江将相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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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曾晨路 通讯员夏
现伟、张贺磊报道 为深化产教融
合，创新技能型实用人才培养模式，
日前，浙江开放大学成立量子数智
学院。学院由浙江开放大学与量子
教育联合设立，致力于为企事业单
位人员学历技能双提升提供定制

“教育套餐”，构筑横跨行业、纵连企
业的在职人员继续教育的“立交

桥”。
成立仪式上，学院与浙江动高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胜达集团、王氏集团
等企业签署人才培养意向书，将根据
企业发展需求以及员工成长计划，为
合作企业量身定制教育教学计划，提
升企业员工学历与技能，助力企业转
型发展。

此外，该学院还与中国银联、陕西

国资委、长虹美菱、合肥公交集团、杭
州王氏集团等机关企事业单位联合启
动“云学习”公益活动，为企事业员工
提供公益性在线课程与教学，让优质
教育资源实现跨区域、跨时空共享，助
力员工成长。

浙江开放大学校长张建国表示，
与量子教育合作共建量子数智学院，
既是学校响应国家号召，探索终身学

习型社会，服务我省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的有力举措，也是学校发展建设
特色学院、做大做强办学体系的又一
成果，“下一步，学院将依托双方优势，
结合单考单招人才培养改革试点项
目，充分发挥双方教育教学‘线上+线
下’融合优势，共同创新企业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为企业培养高水平技能
型实用人才。”

5 月 10 日，台州市路桥区桐屿街道
龙栖路延伸工程施工现场，一位工人正
忙着施工作业。今年，路桥区坚持“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各项建设有力、有序、扎实、稳步推
进。

通讯员蒋友青 摄

■吴杭民

据近日《工人日报》报道，北京人社局
日前公布的2022年第一批重大劳动保障
违法行为的公告中，有两家公司因为违法
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被处罚，此次北京两
家公司因违法延长14名和44名劳动者工
作时间仅被罚款7000元和17600元。

我们常说违法成本太低，在北京人社
局公布的2022年第一批重大劳动保障违
法行为的公告中，人们再次见识了这个痼
疾。北京两家公司因违法延长14名和44
名劳动者工作时间仅被罚款 7000 元和
17600元，依据的是《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二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
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
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
以罚款。因此，每人罚款 500 元的标准，
已经是顶格处罚。但在有关专家看来还
是“违法成本太低”，对企业震慑作用都会
打折扣。

连顶格处罚都遭遇违法成本太低，这
维权的“槽点”，也真是令人叹息了吧。违
法超时加班，首先是侵害了劳动者休息权
和健康权，严重的超时加班危害员工的身
体健康，严重的可能导致过劳猝死。其
次，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如果没
有工作时间限制，企业会通过不断延长劳
动者的劳动时间来降低成本，对遵守工作
时间规定的企业而言不公平。

可是，即使是被执法部门依法顶格处
罚了，也就是每人罚款 500 元，这样的处
罚有多大的威慑力？违法超时加班，正是
因为违法成本太低，才会被屡禁不止，甚
至有变本加厉的苗头。前不久，一段工作
群的聊天记录出现在各个微信群中。群

中，中青宝董事长李瑞杰强制要求员工
“五一”假期全部加班，并表示“不服的，马
上炒掉”。不仅如此，其言语中还出现了

“我想打爆你们所有的人”、“自己买块豆
腐撞死吧”等粗俗语言。

在被舆论声讨之后，中青宝在官微上
发布致歉声明，表示会“严格执行劳动法
等法律规则关于‘五一’假期休假及加班
制度的规定，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并且

“对于此次情急之下做出的不当举动，董
事长本人已经深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并作了自我反省。”

在劳动者自己的节日，却有人如此粗
暴对待劳动者，令人情何以堪？这也十足
暴露出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现实窘境！违
法超时加班，当然是被现行有关劳动法规
明令禁止的。其实，在加班的问题上，劳
动者是否能拿到法规规定的加班工资，也
是个令人纠结的现实问题。尽管法律规
定，在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
低于日工资基数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
300％来支付加班工资，而且不得以调休、
补休替代。在休息日，用人单位应当先安
排同等时间的补休；确实不能安排补休
的，要按照不低于日工资基数或者小时工
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资。可是，现
实又是怎样呢？所以，违法超时加班，企
业该罚多少钱的拷问，更让我们对企业违
法成本太低有了深切的感触。违法成本
太低，再加上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势必使
劳动者的权益屡屡受损，尤其在疫情防控
的大背景下，就业压力凸显，中青宝董事
长式的嚣张就在所难免了。所以，违法必
究应当是执法维权的一个常态化基本底
线，没有例外；当然，对企业违法成本太
低、震慑力不够的现状，广大劳动者更希
望能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违法成本，
使执法更具刚性。

体会新冠病毒的真正威胁，“超额
死亡”的数字最具有说服力。

日内瓦当地时间5月5日，世界卫
生组织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
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期间，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直接或间
接死亡人数，即“超额死亡”人数约为
1490万人，实际范围在1330万人至
1660万人之间。

“超额死亡”，指全球实际发生的
死亡人数与基于大流行未发生年份估
算得到的正常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包括疫情直接导致的死亡和因大流行
对卫生系统和社会影响等导致的间接
相关死亡，交通事故和工伤等导致的
死亡相对减少，也被计算在内。

根据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
5.1亿例。确诊数持续攀升，病毒变异
不断，全球疫情还远未结束。

多个高收入国家“超额死亡”人数
相对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包括美国、德国、英国

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是迄今为
止对全球新冠大流行造成的真实死亡
人数较为权威的研究报告。1490万
这一数字，几乎是此前各国官方上报
世卫组织的新冠疫情直接导致的死亡
人数的约3倍。

这意味着，全世界每约500人当中，
就有1人因新冠疫情相关原因而死亡。

据统计，全球84%的“超额死亡”
发生在东南亚、欧洲和美洲地区，约
68%的“超额死亡”集中在印度、俄罗
斯、印尼、美国、巴西、墨西哥、秘鲁等
10个国家。在1490万例死亡中，中等
收入国家占81%，而高收入和低收入
国家分别占15%和4%。就性别和年
龄而言，全球男性死亡人数高于女性，
其中男性占比57%，女性占比43%，老
年人死亡人数更高。

“超额死亡”数据是了解大流行影
响的重要衡量标准。世卫组织负责数
据、分析和交付的助理总干事萨米拉·
阿斯玛表示，由于许多国家对数据系
统的投资有限，“超额死亡”的真实程
度往往是隐藏的。目前这一最新估计
数据，是在使用了最好的可用数据、健
全的方法和透明的方式基础上生成
的。

“这些指标更全面地描绘了大流
行的程度，可用于指导和实施公共卫

生政策。当我们低估死亡率时，可能
会导致对医疗系统的投资和干预不
足。”萨米拉·阿斯玛说。

报告显示，多个高收入国家“超额
死亡”人数相对总人口的比例高于全
球平均水平，包括美国、德国、英国等。

以美国为例，根据世卫组织的数
据，自新冠大流行开始至2021年12月
31日，美国的“超额死亡”人数超过93
万人，而同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
计的死亡病例数为82万人。

有医学专家表示，新冠肺炎可能
让原本就有的健康问题加剧，疫情对
医疗体系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都会产
生重大的连锁影响。美国疾控中心的
数据表明，多数“超额死亡”是新冠病
毒导致的。与此同时，在长达两年的
疫情期间，美国死于心脏病、高血压、
痴呆症和其他疾病的人数也明显激
增。数据还显示，自疫情暴发后，美国
缺血性心脏病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出
近3万人，高血压疾病死亡人数比预期
高出近6.2万人。

另一方面，世卫组织指出，“超额
死亡率”较低的国家包括实施“动态清
零”的中国，施行严格旅行限制的澳大
利亚、日本和挪威等。

数据发人深省。“这不仅表明了大
流行的影响，还表明所有国家都需要
投资于更有韧性的卫生系统，以便在
危机期间维持基本卫生服务，包括更
强大的卫生信息系统。”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表示。

奥密克戎毒株还在不断变异，在
致病性上与其他变异株“一样严重”

当前，奥密克戎毒株仍是全球流
行的主流变异株。4月27日，世卫组
织发布的新冠疫情周报显示，过去30
天，上传到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的超
过25万个新冠病毒序列中，99.7%是
奥密克戎。

令人不安的是，奥密克戎毒株还
在不断变异。5月4日，谭德塞在日内
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奥密克戎毒
株的两种亚型BA.4和BA.5是南非最
近病例激增的原因。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病毒学
家图里奥·奥利韦拉教授在社交媒体
上表示，BA.4和BA.5似乎比BA.2更
具传染性，这两种新变体“在允许病毒
逃避免疫的谱系中发生突变”。

为何奥密克戎毒株能进化出如此

“花样繁多”的亚型变异株？世卫组织
专家指出，奥密克戎的基因多样化表
明新冠病毒持续面临自然选择压力，
企图适应其宿主和环境。

此前，有观点认为，奥密克戎毒株
比其他变异株更具传染性，但严重程
度较低。然而，路透社5月6日的一篇
报道指出，根据美国一项13万人参与
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
株在致病性上与之前出现的变异株

“一样严重”。
这项研究基于13万名新冠肺炎

患者的医疗记录，研究人员将疫苗接
种率、统计数据完整性等因素作为影
响指数加入计算过程，并发现不同新
冠病毒变异株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
位的两年间，各时期新冠病毒感染者
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几乎相同。这项研
究目前仍在同行评审阶段。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根本不是轻
微的感染。”来自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的赫巴·穆斯塔法强调，“需要
住院治疗的奥密克戎感染者所面临的
重症风险与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人是
相当的。”

毫无疑问的是，未来有必要持续
监测新冠病毒变异株。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病毒学家温迪·巴克利日前表示，
对于新冠病毒变异的未来趋势是否一
定是“毒性持续减弱”，她的观点是否
定的。除了常见突变外，新冠病毒还
会通过重组快速演化。如果一个奥密
克戎变异株与另一个新冠变异株发生
重组，有可能产生既能免疫逃逸又能
导致更严重疾病的毒株。

“如果这些新出现的变异株能预
示病毒向着温和方向发展，那肯定是
好消息，但生物学告诉我们，情况不会
永远这样。”巴克利说。

“躺平”后遗症已经陆续显现，快
速精准“动态清零”是现阶段基于我国
疫情形势的最佳选择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肆虐之际，部
分国家却选择逐步放宽防疫措施。目
前，这种模式的后遗症已经陆续显
现。全球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对此呼
吁，“应重建公共卫生措施，而不是让
公众自己承担风险”。

“躺平”并不能让民众实现一劳永
逸。以2月末宣布实施“与新冠共存”
计划的英国为例，其医疗系统正承受
前所未有的压力。英国国家统计局的

最新数据显示，大约每13个英国人
中，就有1人确诊。

“医院、学校和企业发现，有十分
之一的人在生病，很难正常运转。”英
国知名免疫学家丹尼·奥尔特曼表
示。有研究显示，五分之一新冠住院
患者在5个月后仍不能工作；由于长期
健康状况不佳而没有工作或在寻找工
作的人增加了20万人。

“躺平”是否就能挽救经济？恰恰
相反，据英国《卫报》报道，美国经济在
今年第一季度GDP下降约0.35%，通
胀飙升、奥密克戎变异株和供应链问
题都拖累了经济增长。今年第一季
度，欧元区19个成员国的GDP增长
0.2%，而上一季度的增幅为0.3%。法
国经济在第一季度停滞不前，意大利
的经济产出甚至出现收缩。

科学数据表明，奥密克戎的传播
力远大于流感和此前的新冠病毒其他
变异株。从病死率来看，全球的流感
平均病死率为0.1%，而奥密克戎变异
株的平均病死率约为0.75%，是流感
的7到8倍，老年人群特别是80岁以
上的老年人群病死率超过10%，是普
通流感的近百倍。

“我们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巨大，
还有那么多的儿童和免疫缺陷人群，
疫苗接种率没有达到足以形成抵抗重
症和死亡的这种免疫屏障的地步。在
这种情况下，一旦放松，病毒肯定是广
泛传播。大量的感染人群，乘以重症
率和病死率，无疑会造成许多的重症
和死亡。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将
是巨大的灾难。”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
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
万年表示。

另一方面，大量重症的出现，也会
反过来挤兑医疗系统，势必又会造成
正常的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形
成恶性循环，最终广泛影响人们正常
的生产生活。

种种事实显示，迄今为止，中国的
“动态清零”是最好的方法。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才会胜利，坚
持定能胜利。快速精准的“动态清
零”，是现阶段基于我国当前疫情形势
的最佳选择。从严从实从快把防控措
施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不断提高科学
精准防控水平，一定能以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两年间造成约1490万人“超额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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