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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 共享单车不能进校园 出行不太方便
近日，就读于云南大学呈贡
校区的大三学生李菲（化名）向本
报反映称，他们学校面积很大，校
内出行、校外办事等都特别不方
便，希望学校能引进共享单车，方
便师生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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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呈贡校区学生称

校园那么大
为何不引进
共享单车

李菲说，在呈贡大学城学习生活的这
几年里，虽然看到了城市很大的变化，地
铁通了，商业区也有了规模，但无论校内
出行还是出学校，
都有些不方便。
“云南气候宜人，我们学校风景也很
漂亮。但学校比较大，平常上下课或者吃
完饭回宿舍，需要步行二三十分钟，有些
不方便。”
李菲说。
在呈贡大学城，
和李菲有同感的学生不

在少数。云南师范大学的宋同学说：
“如果
学校能引入共享单车，
同学们去地铁站，
或
者在学校周边转一转，
都会变得很方便。而
现在，
学校不准学生骑共享单车进校，
在学
校周边找一辆共享单车也是一件难事。
”
小宋还说，之前和学校反馈过“校内
没有共享单车，出行极不方便”的问题，保
卫处老师回复“共享单车管理混乱，所以
不考虑引进”。

羡慕 有高校引进共享单车 管理规范有序
一边有同学说着诉求，一边也有同学
羡慕“别人家的学校”。来自广西、就读于
云南师范大学的小张告诉记者：
“ 我有很
多老同学在南宁，他们所在的学校都有共
享单车，并且校内的管理基本上很规范。
所以我希望我们学校能充分考虑学生的
需求，引进共享单车，规范管理，方便出
行。”
“我有个高中同学现就读于厦门大
学，他说学校前两年引进了共享单车，设
置了很多停车点，覆盖宿舍、食堂、教学

楼、图书馆等区域，十分合理，共享单车已
成为学生在校内主要的交通工具了。为
何我们学校就不考虑引进共享单车？”采
访中，
一位同学告诉记者。
相比呈贡大学城，在昆明市区的高校
校园面积不是很大，一出校门就能使用到
共享单车，要方便不少。
“学府路上共享单
车比较多，挺方便的。”昆明理工大学莲华
校区的周同学说，
“ 这边宿舍、教学楼、食
堂离得不远，比起在呈贡校区的同学，就
更幸福了。”

回应 出于安全等因素考虑 不允许骑进校
针对同学们反映的问题，呈贡大学城
一高校安保人员表示，之所以不允许共享
单车进入校园，是出于安全因素的考虑，
“一方面共享单车进入学校后，可能会出
现乱停乱放的情况；另一方面，我们也是

记者手记

出于疫情方面的考虑，要尽量减少无关人
员进出学校的频次。”
在随后的采访中，大部分高校安保
人员的回答也离不开“管理”和“安全”两
个词。

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服务

自一些高校扩招以来，学校校园的占
地面积在不断变大，还有不少高校在市区
之外新辟大型校区，以满足越来越大的办
学规模。一所占地 100 公顷的学校，从校
区校舍到正门步行可能要花上 30 分钟。
共享单车的出现，原本给很多高校学生的
短途出行带来了便利，但由于其存在安全
隐患、
管理不善等问题，
在一些高校出现一
段时间后“集体消失”了，让尝到了甜头的
大学生未免有些不适应，
直呼
“不方便”
。

共享单车原是为了让资源利用最大
化，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校园管
理追求保障学生安全、以低成本让管理更
加有序，可以理解。但管理的最终目的是
服务，应多从满足师生学习、工作、生活需
求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或许就更加能够
“得
人心”
。同时，
面对共享单车、
快递、
外卖等
新事物，
如何解决便捷与安全、
管理与服务
之间的关系，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答好的
一道题。
本报记者 刘嘉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对昆明市国福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开转让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省分公司拟将昆明市国福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在华融中关
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融交易中心）进行公开转让。为广
债务人

昆明市国
福房地产
开发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债权本金

18,680.00

重组宽限
补偿金

9,814.06

泛征集意向受让方，现将公开转让的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开竞价资产及数量
截止 2021 年 1 月 31 日，债权资产情
况如下表:
单位：
万元

违约金

整体债权
合计金额

612.15

（1）昆明中闽房屋拆迁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国福地产控股股东蔡福林夫
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3）国福地产提供以下抵押物：
① 国 福 现 代 城·海 棠 苑 第 5 幢
29,106.21 197 套 住 宅（共 计 21,516.97㎡）
及 海 棠 苑 700 个 车 位（ 共 计
23,408.00㎡）；
②国福地产名下位于昆明市五华
区北仓片区的 24.09 亩商务金融用
地使用权（A6 地块）抵押；
（4）中核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部分
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担保措施

注：
1、
拟处置债权标的为上述债权，
代垫费用以及基准日至转让日之间的利息、
罚息等一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清偿的利息、
罚息等，
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的有关约定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
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
中核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担保责任的范围条件等以各方签署的法律文书确认为准。
3、
本次转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
以债务人、
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二、公告期及竞价方式
公告期：将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起在
华融交易中心官网发布多次（如有）挂牌
转让公告。意向受让方请于每一轮公告
期限截止日 16:00 前，通过华融交易中心
官网——公告中心——挂牌公告（网址：
https://www.chamcfae.com/infor mation- disclosure/notice.html）提 出
受让登记申请，并交纳竞价保证金。如挂
牌信息披露公告期内只征集到一名符合
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将延长挂牌信息披露
公告期。
详情请自行前往华融交易中心官网
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及竞买须知。
三、相关事项
交易对象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但
下列人员不得受让该资产：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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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
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
四、联系方式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省分公司
地址：
昆明市金星小区金江路 1 号
邮编：
650224
电话：
0871-65700399、
0871-65704677
传真：
0871-65700888
联系人：
陈先生、邓女士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
桂先生，
联系电话：
0871-65700678；
聂先生，
联系电话：
0871—6570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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