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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注销公告
抚顺恒安纸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400752752301B），经

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我公司现申请注销，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
十日内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清理其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抚顺恒安纸业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2日

▲兴城市有一家书店营业执照正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11481MA0UMH3A12，核准日期
2017年11月7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有一家书店营业执照副本
丢 失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2211481MA0UMH3A12，核准日期
2017年11月7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优客水果蔬菜超市营业执
照 正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211481600111664，核准日期 2008年
4月28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优客水果蔬菜超市营业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211481600111664，核准日期 2008年
4月28日，声明作废。
▲大连金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建
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丢失，编号 C
1084021020410声明作废。

▲辽宁隆源建设有限公司安全生产
许可证副本证书丢失作废，证书编
号：（辽）JZ安许证字[2011]006287。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沈阳有限公司
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
票 联 、抵 扣 联)1 份 ，代 码 ：
2100174130，号码：03930180,已盖发
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营口市老边区太和新邨 5 号楼 3
单 元 1 楼 中 西 号 孙 厚 成 第 边 动
3000997 号动迁户回迁款项结算确
认单丢失，面积 54.91 平方米，声明
作废。
▲沈阳顺逸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三联遗失，号
码 00803078，代码 2100182130，金额
10700元，特此声明。
▲尹桂兰辽 A 军 000801 伤残证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拟对沈阳英林电器有限公司等 2 户

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8年 11月 30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

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1016.58万元。该资

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沈阳地区。该资

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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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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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

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

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4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4 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省分公

司联系。

联系人：陈经理、王经理、于经理、李经

理、郑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53，024-22518986

024-22518985，024-22518953

024-22518995

电 子 邮 件 ：wangyuting@cinda.com.cn，

chenpeng@cinda.com.cn， yuhaipeng@cinda.

com.cn，liqiutian@cinda.com.cn，zhengxux-

iaoy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

3 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24-22518979、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imingxu@cinda.com.cn, huoyang@cinda.

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拍卖公告
辽宁盛恒拍卖有限公司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委托，定于2018年12月19日上午10时对下列

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抚顺市林州春晖门窗厂债权资产项目

截至 2018 年 11 月 22 日该项目的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6083525.86元；其中:本金 6000000.00元，利息罚息83525.86元

预展时间:公告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

预展地点:沈阳市沈河区南三经街99号

拍卖地点: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三路 1号同方大厦二楼三号

会议室

咨询电话:13386863613 024-31396028

联系人:张先生

委托人监督电话:024-22518961

请有意竞买者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 15 时前（到账为准）将

竞买保证金缴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携带有效证件到本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标的依现状拍卖，请竞买人自行了解确认，

拍卖人及委托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注: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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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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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40年，这是一条鲜明的逻辑——
走过了遥远的一程又一程，心与

心始终贴近；跨越艰难的一关又一关，
赤诚的情怀始终贯穿；实现了一次巨
变又一次巨变，初心始终未曾改变。

“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
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
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
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
及广大人民群众。”2018年10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说。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由此启程，一切因此壮阔。

人民立场是改革开
放的“制胜密码”

40 年沧海桑田。时光机中的中
国大地上，不仅是一座座高楼拔地而
起、一条条天堑变通途、一个个“中国
制造”产品风靡……一个又一个人的
变化，汇成了这个国家的巨变。

一切为了人民，决定了改革开放
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发动的本初，也检
验着其究竟取得怎样的根本成效。

一组组数据直观记录着中国人民
生活的跨越：1978 年到 2017 年，全国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 元增到
36000 多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34 元增到 13400 多元；基本医疗保
险、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分别覆盖
13.5亿人、9亿多人……

观察一段历史进程，不仅要观察
进程本身，也要观察其所处的背景。

40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40年机
遇挑战叠加交错，中国改革开放仿佛
掌握了“密码”，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
放不断夺取胜利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
目标一以贯之，并不断通过自我革命
与自我超越，保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的先进性，让中国的改革开
放始终朝着民心所望的方向进发。

人民更加需要优美环境、人民更
加要求公平正义、人民更加希望自我
实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场发展
理念的深刻变革中，越来越多的群众共
享改革开放的最新成果，改革开放这场
伟大实践也不断抵达新高度。

人民赋予改革开放
奔腾不息的力量

40年风雨无阻，改革开放在认识和
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
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
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
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

40 年改革开放最为充沛的动力
源，就是充分调动起了中国人民的主
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如大江大河
般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奔腾不息。

2018年11月，随着上海市机构改
革方案公布，在充分汲取民意的基础
上，全国31个省份的机构改革方案全
部亮相，一些体现地方特色的机构也
纷纷挂牌。

为了人民，也来自人民。从中央
到地方，新一轮机构改革回应着民心
关切。

40年改革前行，政府机构几经重
大调整，其指向就是顺应社会变革实
现职能转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民意诉
求，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民生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重视向人
民群众深恶痛疾的“顽疾”开刀；更加
重视从人民群众切身相关的小事改
起……户籍、医疗体制等改革取得突
破；发展学前教育、异地办理身份证不
用来回奔波……改革与人民越离越
近，人民的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满足人民新期待将
改革进行到底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
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进行的改

革开放，顺应着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
新、要美好生活的要求。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一场不断满足
人民发展要求的伟大革命，随着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革命对象已从昔日
的“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如今的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也呼唤中
国改革开放不断再出发。

改革开放40 年，7 亿多人口摆脱
绝对贫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实施，土
地、集体经济、金融等领域改革密集出
台，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更是前
所未有，曾经贫困的地区面貌焕然一
新。然而，在面对深度贫困难题的当
下，仍然需要一系列理念变革与改革
举措。

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

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是未来征程
上最宝贵的财富与经验——

这是中国人民从历史深处选择的
必由之路，也是中国人民未来通向全
面小康、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将改革进行到底！
记者 何雨欣

刘羊旸 安 娜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以人为本 携手筑梦
——从改革开放40年看中国力量

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

学或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颁奖仪式，12 月
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图①：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
摩拍摄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现场。

图②：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前右）向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美国科学
家弗朗西丝·阿诺德颁发诺贝尔奖证书、奖

章和奖金。
图③：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英国科学家

格雷戈里·温特（左一）、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美国科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左
二）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右二），以及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
豪斯（右一）出席颁奖仪式。

新华社发

①① ②②

③③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10日
电（记者刘晨 朱东阳）美国财政
部10日宣布制裁3名朝鲜高级官
员，称他们管理的部门涉嫌存在侵
犯人权等行为。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
中说，被制裁的3名官员为朝鲜劳
动党组织指导部部长崔龙海、朝鲜
劳动党宣传鼓动部部长朴光浩和
朝鲜国家安全部部长郑景泽（音）。

声明称，被制裁官员所管理的

部门涉嫌存在侵犯人权、进行由国
家主导的审查活动等行为。

根据美方相关规定，受制裁者
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将被冻结，美国
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

今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
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
的朝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
持久稳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此
后，朝美对话一度陷入僵局。

美财政部宣布制裁3名朝鲜高官

据新华社巴黎12月10日电
（记者韩冰 应强） 法国总统马克
龙 10 日晚在向法国民众发表电
视讲话时宣布了上调最低工资标
准、对加班期间所获薪酬免税等
一系列增加福利的措施，以平息
法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凝聚民心
走出危机。

马克龙说，法国如今处于经济
和社会紧急状态，最近数周在法国
本土和海外领地发生的事情深深

困扰法国，其中交织着合理的诉求
和不能容忍的暴力行为。他承认，
自己就任以来的一些言论伤害了
部分民众，但他深信会找到一条道
路共同走出危机。

马克龙还宣布了一系列增加
福利的措施，包括自 2019 年起上
调月最低工资标准100欧元，对加
班期间所获得的薪酬将免予征税
等，此外他还要求有能力的企业为
员工发放一笔免予征税的年终奖。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
多项福利措施以走出危机

据新华社加拉加斯12月 10
日电（记者徐烨 王瑛）由俄罗斯
国防部派遣的两架图-160战略轰
炸机10日飞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
加斯。

委内瑞拉国防部长洛佩斯在
机场举行仪式，欢迎俄军机及约
100名俄罗斯军事技术人员抵委。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公告说，当日
抵达委内瑞拉的还包括1架安-124

大型军用运输机和 1 架俄空天军
使用的伊尔-62远程客机。

洛佩斯说，委内瑞拉将与俄罗
斯进一步加强两国防空系统的联
合运行合作以及军事技术交流与
合作。

洛佩斯透露，这两架战略轰炸
机将在未来几天与委空军进行联
合飞行演习，以加强两国空军的整
体协作能力。

俄罗斯两架图-160
战略轰炸机飞抵委内瑞拉

据新华社天津12月 11日电
（记者毛振华） 最近，国网天津滨
海供电分公司张黎明创新工作室
里好不热闹。当研发中的第二代
人工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钢
铁侠”自主识别并稳稳地抓住引流
线时，张黎明和团队成员都激动地
欢呼起来。

张黎明是滨海供电分公司配电
抢修一班班长。都说创新是实验室
里科研工作者的事，可作为一名扎
根一线31年的老师傅，他不服输。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这些
年，在他和团队的创新努力下，公
司累计开展技术革新400余项，获
得国家专利 158 项。凭着这股倔
劲，张黎明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
行业里响当当的电力“蓝领创客”，
被誉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
时代产业工人的典型代表。

张黎明人送外号“活地图”，这
源自他事故诊断的绝活：根据停电

范围、故障周边环境、线路设备健
康状况等有限信息，能迅速判断出
事故基本性质、大概位置，甚至能
准确点出故障成因，为高效完成抢
修任务赢得了宝贵时间。而这背
后是超出常人想象的艰苦付出。

技校毕业后来到工作岗位，他
下班后时常怀揣着笔记本，沿电力
线路边走边记。多年下来，陪伴他
熟悉线路的交通工具从老式自行
车到电动自行车再到抢修汽车。

31年如一日，他累计巡线8万
多公里，亲手绘制抢修线路图
1500多张，完成故障抢修作业近2
万次，这才练就了电路抢修的“火
眼金睛”。

张黎明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
放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的杰出代
表。从技校毕业生到技能专家，从
普通工人到全国劳模、党的十九大
代表，他用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代
的劳动者之歌。

“时代楷模”张黎明：
点亮新时代产业工人创新之路

弘扬民族精神弘扬民族精神、、奋斗精神奋斗精神

国内·国际
GUONEI GUO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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