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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和湖南省分行（均含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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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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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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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分公司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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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联系人：
于超禄
联系电话：0531-82079898 住所地：济南市经七路168号

2020年6月18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公告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荣成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荣成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文登支行（现更名为“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文登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东支行

债务人

威海荣阳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荣成市中绣工艺
制品有限公司

卓达新材料科技
集团威海股份有
限公司

衡阳市东大化工
有限公司

衡阳市大地泵业
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市力源动力
制造有限公司

衡东县中钨矿业
有限公司

担保人

荣成市百美达农产品仓储有限公司、荣成市金宏旅游服
务有限公司

荣成市中绣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王松、周纯

卓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卓达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蓝岛新型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
为“卓达新材料科技集团威海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卓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杨卓舒、杨汗青

衡阳市天健锡业有限公司、湖南省蓝筹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衡阳市大地泵业有限责任公司、谭亚平、李湘云、
谭恢春、雷芬英

衡阳市大地泵业有限责任公司、衡阳市力源动力制造有
限公司、周定喜、邓素珍

衡阳市力源动力制造有限公司、湖南省蓝筹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衡东县湘华东铁路配件厂、衡阳市大地泵业
有限责任公司、周定喜、邓素珍、周令明、李林英

衡东县中钨矿业有限公司、衡东合兴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陈中华、肖菊妹、陈志平、鲁丹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50,124,506.04

4,999,989.54

206,249,050.77

20,987,913.41

77,107,093.11

38,050,000.00

12,649,525.08

序号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城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衡阳江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娄底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涟钢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娄底城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娄底兴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人民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永州城建支行

债务人

衡阳新金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衡阳市鸿虎仪器
机械有限公司

涟源市宏达福利
煤业有限公司

娄底市钢城混凝
土有限公司

娄底市鑫楚商贸
有限公司

娄底市亚洪矿业
有限公司

常德市水星楼商业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永州市金水湾百
货有限公司

担保人

衡阳新金房地产有限公司、衡阳凯利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宋俊国、袁新菊、刘振阳、何翠英、刘世超、黄莉

衡阳市鸿虎仪器机械有限公司、王荷新、雷志琦、蔡林
庆、张光菊、王连杰、程筱霞、刘俊衡、刘桂菊、杨其章、吴
明沛、刘诗建

娄底市宏腾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曾甲全、刘伍安、曾笑
梅、曾黄、曾玉明、谢新平、刘朋羲、刘芳菲

周晖、姜炜、梁劲松、娄底市点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鑫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江雄、彭业辉

周建华、谭莉、谢爱平、李丹、刘春梅、王育华、黄松辉、李
端和、朱涛、李卫、李忠、李朝晖

常德市水星楼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陈小华、陈盼

永州市金水湾百货有限公司、永州市泰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龙强华、李云桃、杨黎、汤富城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17,599,189.08

9,740,000.00

11,476,666.59

14,895,445.03

7,654,971.95

3,497,351.98

209,786,486.97

130,908,081.02

815,726,270.57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0日，2019年12月20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延迟履行金，2019年12月20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
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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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分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
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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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曾佰龙

6 月 13 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湘潭窑湾纸影戏台热闹起来，铜锣声声，
鼓点阵阵，白布帷幔上，“人”影绰绰，“将
军不必太惆怅，军家胜败古之常。先帝老
王把业创，桃园结义刘关张……”湘剧的
曲调，从吴升平老人的口中娓娓唱出，浑
厚的老生唱腔，如珠落玉盘般，掷地有
声。他手中的纸影人物时而跳跃，时而翻
滚，时而扬眉眨眼，时而低头沉思，配合
着唱段，演绎着古老的故事。传统纸影艺
术的魅力，引得游客驻足观看。

15 分钟表演过后，84 岁高龄的吴升
平见“好”就收，下半场交给孙子吴渊。传
统纸影表演偃旗息鼓，儿童音乐《学猫
叫》响起，火影忍者、蜘蛛侠、钢铁侠等纸
影人偶粉墨登场，随着音乐节拍，跳起了
现代舞蹈。新颖的现代纸影造型引起了
躁动，台下十几个小观众用力挤向舞台
中央。跑得快的，已经趴在戏台下，探身
往里瞧着。吴渊邀请他们一同上台，体验
纸影表演。

坐在戏台旁的吴升平，认真地瞧着，
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爷孙俩长达多年
的争论终于有了答案——纸影戏需要传
承，更需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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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吴升平7岁入行，随爷爷吴作霖学习

纸影表演技艺，制作纸影人偶，传承吴氏
“异形刀法”。吴升平11岁时，爷爷吴作霖
病危，临终前留下遗言：“不要让老吴家
的手艺失传了。”吴升平14岁开始靠演纸
影戏谋生，后来又组建纸影戏班子，走村
入户演出，在当地小有名气。

改革开放后，群众文化活动更加活
跃，纸影戏跟着“火”了。“那些年，戏班参
加各种婚丧嫁娶、庆典庙会，每年能有
200 多场。中元节的时候，更是通宵达旦
演出。”吴升平回忆道。

吴渊还记得小时候爷爷表演纸影戏
的情景：乡村的夜晚，漆黑一片，一盏桐
油灯照亮了纸影舞台。影子戏开演了，左
邻右舍摸黑也要来捧场。有些“追星族”，
自带干粮，纸影戏演到哪儿，他们就跟到
哪儿……

随着纸影戏老年票友相继离世，加
之电影、电视等普及，纸影戏演出场次逐
年减少。吴升平的戏班子除了在中元节
有邀约外，一年里头少有演出，戏班经营
惨淡。吴升平在家耕地种菜，闲时雕刻纸
影人偶，吹拉弹唱，自娱自乐。

在苦闷和无奈中，吴升平坚持着剪
纸、刻纸偶、做乐器，每日沉浸在自己心
爱的传统技艺中。农闲的时候，他走出
家门，寻访民间纸影剧本，去过长沙、株
洲、浏阳以及江西等地。他没有因为纸
影艺术的没落，而让吴家祖传的技艺失
传，反而以一己之力积聚着能量。吴升
平参加各类邀请赛，借机会传播湘潭纸
影文化。他先后荣获“湖南省民间文艺
奖·民间艺术表演奖”一等奖和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全国民间皮影大汇演

“最佳操纵奖”。
2009 年，吴升平接到邀请，前往中

国台湾开展纸影戏艺术交流。行至花莲
县，吴升平遭遇车祸，伤到肋骨。躺在病
床上，他又想起了爷爷临终前的遗言，

没等身体完全康复，便急匆匆返回湘潭
老家。

回到家中，吴升平立即给远在深圳
工作的孙子吴渊写信，邮寄剪纸、纸影作
品，希望借此“勾”起吴渊小时候的记忆，
信中少不了“家学无人继之”的种种叹
息。收到信后，吴渊心知肚明。

初中毕业以前，吴渊随爷爷奶奶生
活。他小时候时常趴在桌沿上，看爷爷制
作纸影人偶，只是觉得“好玩儿”。溺爱吴
渊的爷爷，并没有强求他学。吴渊心里明
白，这次爷爷催促他回去，一定事出有因。

“我知道吴渊会听我的，回家继承家
学。小时候我喂他饼吃，他总是掰一大
半，递到我嘴里，打小就孝顺。”吴升平笑
着说。2010 年，吴渊辞去了深圳的工作，
回到湘潭，开始继承纸影戏技艺。

3 年间，吴渊随爷爷走遍了望城、宁
乡、益阳、衡山等地，完成了 66 万字的著
作《湘潭地方影子戏》，收录整理出的纸
影戏剧目 120 余部，其中 70 多部濒临失
传。吴渊对纸影戏有了深入研究，渐渐发
现了纸影戏没落的原因。“当大家都不

‘懂你’（纸影艺术）时，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意义。”

2017年5月19日，外国友人体
验湘潭纸影戏。 陈旭东 摄

升平所愿
“老祖宗的好东西，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艺术当随时代，形式与时更张。”创
新纸影表演艺术形式，吴升平曾努力过，
他改进纸影人物的造型装饰，将每个造
型的边框由宽变细，增大装饰面积，使视
觉效果更好；他改进提线机关，使其能上
下滑动，让传统纸影中静态的眼睛、眉毛
和胡须动起来，纸影人偶能“吹胡子瞪
眼”，灵活生趣。

吴升平的创新，是在传统纸影戏基
础上的创新。吴渊想要的却是颠覆性的
改变，他把想法和盘托出，遭到吴升平的
反对：“你这些想法要不得，不是传统的
东西。”两人因为纸影戏的传承与创新而
争论起来。

破解争论的“有缘人”，在千里之外
的北京。一位叫“小白”的自由职业者，从
电视节目中看到了湘潭纸影艺术表演，
被深深吸引。“小白”专程从北京赶到湘
潭，与吴渊见了面，两位“85后”交流了很
久，“小白”建议策划一些更适合年轻人
看的纸影戏节目，并商定由她安排湘潭
纸影戏进京演出。

2015 年 1 月，北京,中国美术馆后
街，一场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正在举
行。吴升平、吴渊在“小白”的安排下，表
演湘潭传统纸影戏，现场观众络绎不绝，
场场爆满。德国友人上官蓝，非洲友人帕
美拉·穆瑞成了湘潭纸影戏的忠实“粉
丝”。交流活动结束后，湘潭纸影戏又走
进了北京耀中国际教育学校，吴渊用纸
影技艺制作的卡通动物，首次亮相校园，
因为时新又“好玩儿”，大受欢迎。

北京演出，圆满成功。吴升平对纸影
艺术的继承与创新，有了深刻认识。回来
的路上，吴升平语重心长地对吴渊说：

“传统纸影艺术还得你们年轻人去继承
和发扬，才能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有了爷爷的支持，吴渊开始大胆创
新纸影技艺表现形式，他将漫威英雄、游
戏人物制作成现代纸影人偶，配上现代

音乐或 Rap 说唱，又设计一些纸影手工
课件，让学生们制作简单的纸影人偶，增
强对传统纸影戏的体验感，这让湘潭纸
影戏收获不少“小粉丝”，每年进校园演
出达40多场。

吴升平、吴渊现在的工作重心，是让
湘潭纸影艺术“上网触电”，进入移动客
户端，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爷孙俩以抗疫前线医护人员
为原型，创作纸影人偶作品，附上正能量
的唱段，制作成微视频，在网上传播开
来，点击量过百万。吴渊和湘潭大学的学
生又共同设计了两组“湘潭纸影戏表情
包”，在微信聊天时使用，成为小众传播
产品。吴升平还收了 30 多位徒弟，有曲
艺爱好者、大学教授、国际友人、留学博
士等，组成了一个“湘潭纸影戏大家族”。

2014 年 5 月，吴升平被省文化厅认
定为非遗皮（纸）影戏省级传承人。2018
年9月，吴渊被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为非
遗代表性项目（纸影戏影偶制作技艺）省
级代表性传承人。爷孙俩接续奋斗，经常
同台演出，传播湘潭纸影戏文化。吴渊
说：“继承家学，是我无怨无悔的选择，推
广‘非遗’，将是我一生的追求。”

吴渊无悔
“有文化自信之火，就会发出奋斗不息之光”

2019年5月18日，吴渊在和小
观众互动演出。 欧阳勇 摄

3月19日，吴升平和吴渊爷孙在同台表演。 周立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