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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4月13日电（记
者谭晶晶） 美国航天企业斯特拉托
发射系统公司 13 日发布公报说，由
该公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
试飞。

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托”
的双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计，拥有
6 台发动机，总重近 230 吨，翼展约
117 米。

美国西部时间13日6时58分（北
京时间13日21时58分），飞机从加州
莫哈韦航空航天港起飞，在莫哈韦沙
漠上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最高时速
达到每小时约 304 公里，最高飞行海
拔高度近5200米，随后返回莫哈韦航
空航天港,安全着陆。

公报说，任务团队进行了标准的
飞行测试演练，执行了各种飞行控制
操作以校准速度，并测试飞行控制系
统，包括偏航机动飞行，俯冲、拉升以
及稳定航向侧滑等。飞机在最高超

过 4500 米的海拔高度进行了模拟着
陆演练。飞行员在成功返回莫哈韦
航空航天港之前评估了飞机性能和

操控品质。
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首席执行

官让·弗洛伊德表示，这是一次美妙的

首飞。这次飞行将公司的使命向前推
进了一步，未来将为火箭地面发射系
统提供灵活的替代方案。

为争夺商业卫星发射市场，已故
美国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
于 2011 年创立了斯特拉托发射系统
公司，旨在将飞机打造为火箭的空中
发射平台。

据介绍，“斯特拉托”将来可以携
带不同类型的火箭从地面升空，作为
一个移动发射平台，让火箭在高空点
火、发射、脱离大气层，并将卫星送入
轨道。飞机的加强型中心机翼可以
支撑多枚运载火箭。这种做法较传
统地面发射方式更准确、快速，成本
也更低。

美国航天局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主
任托马斯·楚比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表示，这架飞机创立了新纪录，此次首
飞是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任务团队
开创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未来将前
往太空边缘以及更远的地方。

世界最大飞机顺利完成首次试飞
这架双体飞机拥有6台发动机，总重近230吨，翼展约117米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大连森科食品有限公司项目债权

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3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5536.26万元。债务人位于大连庄河市，

该债权由债务人以其位于大连庄河市城关街道总占地面积52667.36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以

及地上建筑物9648.19平方米房产设置抵押担保，债务人名下车辆三台提供质押担保，同

时由企业实际控制人隋玉洲夫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

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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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权的有

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1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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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理、韩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zhanglong2@cinda.com.cn/hj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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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拥有对辽宁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债务人名称、债权基准日及金额、担

保方式、担保人名称及质押资产情况详见下表：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

购买不良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中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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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自2019年4月15日起至5月16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包处置有

关异议、咨询及报价（以书面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曲先生、张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601585、8301298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11-83703826、83703891

我分公司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邮编：11601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发布日期：2019年4月15日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9年5月16日

序号

1

基准日

2018年6月18日

债务人名称

辽宁铜业集团
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13221.24

利息

6075.10

小计

19296.34

担保方式

质押+保证

担保人名称

辽宁新风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辽阳汇通精密薄板股
份有限公司、郑显伟、辽宁
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郑畅、
曹霞

质押资产情况

辽宁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郑
畅、曹霞分别持有的辽阳辽
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质押，合计质押金额
5500万元。

单位：人民币万元

4月13日，“斯特拉托”双体飞机在空中飞行。 新华社发

国防生产兼顾

委内瑞拉民兵由已故前任总统乌
戈·查韦斯 2008 年创建，直接听命于
总统，现有人员大约200万。

马杜罗13日在首都加拉加斯向数
以千计民兵发表讲话，说他准备2019年
年底以前把这支队伍扩员至300万人。

马杜罗鼓励民兵肩负武装使命的
同时投身农业生产，协助应对食品短
缺状况。“大家肩上扛枪，做好捍卫祖
国的准备，还要犁地播种，为社区和民

众生产粮食。”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马杜罗同

时承诺推动立法，让民兵成为委内瑞拉
武装部队成员，“（前总统）查韦斯一直
梦想建设一支强有力的伟大民兵”。

路透社报道，虽然反对派领导人胡
安·瓜伊多宣称将予以投靠他的军方成
员“特赦”，军方高层依然效忠马杜罗。

马杜罗去年5月赢得连任，今年1
月开始第二届任期。瓜伊多不予承认，
1月23日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得
到美国、欧洲和一些拉美国家承认。

首都供电修复

截至13日，加拉加斯大部分地区
恢复供电，政府在首都以外地区采取
限电措施。

3月底，包括加拉加斯在内，委内
瑞拉多次发生大范围停电。政府认
定，停电原因是古里水电站遭反对派
蓄意破坏。

瓜伊多13日现身第二大城市马拉
开波所属的苏利亚州，争取民众支持。
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当天说，
多个西方国家的财政部长几天前在美

国首都华盛顿会晤，磋商予以瓜伊多阵
营大约100亿美元“贸易融资”。

一天前，美国财政部对委内瑞拉
追加新一轮制裁，把为委内瑞拉运输
原油的4家外国航运企业及其旗下9
艘油轮列入黑名单。按照美方的说
法，古巴是委内瑞拉原油主要进口国，
作为交换，古巴向委内瑞拉派遣了政

治顾问、情报人员、军官和医疗专家。
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米格尔·迪

亚斯－卡内尔13日谴责美国政府“金
融迫害”。迪亚斯－卡内尔说，古巴绝
不会屈服，当前局面意味着古巴面对
两项头等大事，即“同时准备（应对）国
防和经济战争”。

陈立希 据新华社专特稿

委内瑞拉总统下令民兵扩员百万

西班牙警方 12 日依据美国方面
先前签发的缉毒逮捕令，在首都马德
里逮捕委内瑞拉军方情报机构前主管
乌戈·卡瓦哈尔。

美国司法部当天证实西班牙警方
逮捕卡瓦哈尔的消息，说已经与西班牙
方面交涉，寻求把卡瓦哈尔引渡至美国。

卡瓦哈尔定于 13 日在马德里一
家法院出庭。美国司法部说，卡瓦哈
尔受到合谋向美国走私毒品等罪名指
控；如果罪名成立，他所面临的最重刑

事处罚是终身监禁。
路透社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政府官员说，卡瓦哈尔是“信息宝藏”。
卡瓦哈尔颇受委内瑞拉前总统乌

戈·查韦斯信任，2004 年至 2009 年任
军方情报机构主管。他 2017 年与马
杜罗政府决裂，反对后者设立制宪大
会。反对派要员、全国代表大会主席
胡安·瓜伊多今年 1 月自任“临时总
统”，卡瓦哈尔次月予以支持。

据新华社专特稿

西班牙逮捕委内瑞拉前情报主管

核心
提示

委 内 瑞
拉总统尼古
拉斯·马杜罗
13日下令，民

兵扩员近百万人，截至
2019 年 底 增 至 300
万。另外，马杜罗说，他
将推动立法，让民兵成
为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正
式成员。 相关 XIANGGUAN

4 月 13 日，埃及文物部组织
媒体参观了近日在首都开罗以
南约 30 公里的塞加拉地区发
现的一座第五王朝时期的贵族
墓葬。

埃及文物部发布的声明说，
该金字塔位于杰德卡雷金字塔
旁，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古王国时
期最大的王后金字塔。

◀4 月 13 日，在埃及首都开
罗以南约30公里的塞加拉地区，
人们查看贵族墓葬内部壁画。

新华社发

埃及发现
第五王朝
贵族墓葬

据新华社哈瓦那4月13日电
（记者朱婉君） 第 13 届哈瓦那双
年展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面向未
来”13 日晚在古巴哈瓦那阿莉西
亚·阿隆索大剧院开幕。这是中国
首次以艺术家主题联展的方式参
加哈瓦那双年展，吸引了众多古巴
民众前来参观。

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策展人
张思永介绍说，中国拥有庞大的艺
术创作群体和丰富的作品，此次共
有 10 名中国青年艺术家的 20 件

（套）绘画、雕塑、影像和装置作品
参展，从不同角度展现中国现代艺
术活力和中国文化魅力。

中国驻古巴大使陈曦说，此次
主题联展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古巴
首次集中亮相，为进一步推动两国
在文化领域的互学互鉴与合作交
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希望此次展
览能向更多古巴民众呈现中国文
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为他们提供
感知今日中国的新视角，增进两国
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谊。

中国艺术家主题联展亮相哈瓦那

据新华社雅加达4月14日电
印度尼西亚选举委员会 14 日宣
布，印尼总统选举竞选活动 13 日
正式结束，从14日起进入为期3天
的“冷静期”，期间禁止任何形式的
竞选造势和民调发布活动。

印尼总统选举竞选活动去年
9 月拉开帷幕。印尼选举委员会
主席阿里耶夫·布迪曼 14 日呼吁
全体选民在“冷静期”内认真、理性

地评估每位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和
承诺，为印尼的前途积极投票。

在本次选举中，寻求连任的总
统佐科·维多多及其竞选搭档马鲁
夫·阿明将对决大印尼行动党主席、
退役将军普拉博沃·苏比安托及其
竞选搭档桑迪亚加·乌诺。佐科和
普拉博沃竞选总统，两人的搭档竞
选副总统。胜选者将于今年10月
宣誓就职，任期至2024年结束。

印尼总统选举竞选活动结束

4月13日，在阿富汗北部昆都士省，一名安全人员在冲突中就位。
阿富汗政府官员13日称，塔利班武装分子对阿北部昆都士省首府昆

都士市的检查站发动进攻，与政府军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近期，阿政府军
与塔利班之间冲突不断加剧。 新华社发

阿富汗昆都士省发生武装冲突

4月1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富兰克林，一名女子站在被损毁的自
家房屋外。当日，得克萨斯州遭到极端天气袭击。暴风雨给交通出行带
来严重影响，数百航班被取消，部分地区的龙卷风造成人员受伤和建筑
受损。 新华社发

极端天气袭击美国得克萨斯州

据新华社伦敦4月 14日电
（记者孙晓玲）英国市场研究机构
英敏特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
结果称，由于担心订单出现问题和
快递收费较高，英国网购杂货人数
比例下降。

调查显示，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间，英国网购杂货人数比例从
49%降至 45%。同时，有 63%的受

访者称他们在去年网购杂货时订
单出现问题。

调查显示，年轻人对网购杂货
充满热情，中老年人对网购杂货则
更谨慎。年龄在45岁及以上的受
访者中，仅有35%网购杂货，而“从
未在网上购买杂货且无兴趣这么
做”的人的比例从 2015 年的 34%
增长到2018年的42%。

英国网购杂货人数比例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