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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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拟对从辽宁东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
的东港市龙禧肉禽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
额1587.69万元，其中本金1000万元，利息587.69万元(截至
2019年5月31日)。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房产、土地。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处
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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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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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

6月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6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东港市龙禧肉禽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修越导游资格证号DZG2017LN11898

现声明丢失作废。
▲孟庆德位于浑南新区学城路 18-66
号 1-1-1 号 房 产 证 丢 失 ，建 筑 面 积
143.6 平方米，房证号 N060321625，特
此声明。
▲李林珍将铁西区政府拆迁协议书原
件遗失，地区号：0705，协议号：J81，声
明作废。
▲宋淼交通建设工程施工环境保护监
理培训考试合格证书丢失，证书编号：
JGH201010760 ，专业类别：公路工程，
特此声明。
▲宋淼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培训考
试 合 格 证 书 丢 失 ，证 书 编 号 ：
LGA201011182 ，专业类别：公路工
程，特此声明。
▲刘颖 DZG2010LN010751，声明丢失
作废。

遗失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公司”）授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吴卫国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华融资产公司已将其对下表（附表“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和其他权利依法全部转让给吴卫国。华融资产公司现公告通知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吴卫国履行主债权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合同约定的债务偿付义务，相应担保责任和其他义务。

吴卫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表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或继承人向其履行相应的合同约定
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公告资产清单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9年4月1日的利息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贷款行/转让方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用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为保证人、抵押
人、明保理应收账款债务人。3.本公告清单如有错漏，包括但不限于债权金额、担保人、担保方式及内容等，以借款
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借款借据、他项权证、生效裁决（如有）等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吴卫国

2019年6月3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满孚首成（本溪）实业有
限公司（明保理债权）

本金

3410

本息合计

5091.09

担保人

沈阳煤业（集团）国源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长恒投资有限公
司、河北世昌贸易有限公司、俊安（天津）实业有限公司、蔡穗新

备注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抗震节能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招标规模：抗震节能改造营房

6266平方米，6栋（4栋2层、1栋3层、

1栋4层），砖混结构。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6

月3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孙助理

电话：18525165391

田助理

18525165701

中国人民解放军32296部队

2019年5月27日

我公司拟对沈阳五洲商业广场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进
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106541.51万元，其中本金30870万
元，利息（含违约金）75671.51 万元(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贷款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抵押物为债务人自
有的房地产和在建工程，保证人为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陈志樟及其配偶，债务人以其100%股权质押。我分
公司已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目前处于执行中止阶段。欲
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产权交易所转让、协议转让、债务减免、执
行和解或其他处置方式。交易条件为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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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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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

6月3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6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沈阳五洲商业广场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3”工程桥头 1

号营区新建及整修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本溪市；
招标规模：新建各类营房13535

平方米，整修各类营房 39280 平方
米，配套完善水电暖、道路场坪等附
属设施；

合同估价：约8709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9 年 6

月6日17 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罗助理
电话：024-47194002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94部队营建办
2019年5月30日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日发布《关于中
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白
皮书以大量事实和翔实数据，将美方
推行霸凌主义、导致中美经贸磋商严
重受挫的恶劣行径公之于众，同时阐
明中方的原则立场，展现了中国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和
国际贸易秩序的坚定决心。

过去一年多来，美国政府不顾各
方反对，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
在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美方违背共
识、不讲诚信，导致谈判历经波折。
针对美方关于中国在磋商中“开倒

车”等无稽之谈，白皮书以事实真相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让世人进一步
看清美式霸凌的真实面目。

美式霸凌，体现在背信弃义、反
复无常：美方在经贸磋商中三次出尔
反尔，如2018年5月，美方在双方发
布联合声明仅10天后就推翻磋商共
识，毫无诚信可见一斑。美式霸凌，
体现在颠倒黑白、信口雌黄：美方罔
顾事实，抛出“盗窃知识产权”“强制
技术转让”等不实指责抹黑中方。美
式霸凌，体现在漫天要价、贪得无厌：
在双方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一致的
情况下，美方得寸进尺，坚持不合理

的高要价，极其蛮横无理。事实有力
表明，正是美方的泼脏水、拆台、极限
施压等一系列行为，损害了双方合作
关系。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责任
完全在美国政府。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抛
弃。美国采取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
施，损害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干扰全
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给全球经济复苏
带来严峻挑战，给经济全球化趋势造
成重大威胁。如今，美式霸凌受到越
来越多国家的强烈反对，美国也日益
成为国际社会眼中的“麻烦制造者”

“秩序破坏者”。

君子之国，先礼后兵。面对美方
的霸凌行为，中国始终秉持“不愿打，不
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的坚定态度，本
着坚持平等、互利、诚信的磋商立场，推
动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即便在美方
抛出新的加征关税威胁后，中方依然
按照此前约定派出高级别代表团赴美
磋商，展现了通过对话解决经贸分歧
的最大诚意和负责任态度。在单边主
义、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的背景下，
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与
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一个重信守诺，
谋合作之大局；一个出尔反尔，视责任
为儿戏，孰是孰非，不言自明。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
年来，中国经历了诸多风险挑战，但正
是一次次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磨炼了
我们的意志，壮大了我们的实力。妄
图通过霸凌手段迫使中国屈服，过去
没有得逞，今天和未来也必遭失败。

“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前方有多少艰
难险阻，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
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深化
改革扩大开放，就能迎难而上、化危为
机，开拓发展新天地，携手各国迈向进
步和繁荣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看清美式霸凌的真实面目
新华社评论员

据新华社成都6月2日电（记
者高健钧） 于渊，1893 年出生于四
川遂宁射洪县于家坝村，自幼家境贫
寒。由于性情豪爽，为人刚正不阿，
于渊在遭受豪绅欺凌之后愤而还击，
被迫外逃投军。

于渊骁勇善战，谋略过人。在川
军杨森部时，他被保送进泸州讲武堂
第一期学习，毕业后，重返部队，接连
升为团长、旅长、宪兵司令等职，并以

“战将”闻名。北伐战争开始，于渊拥
护国共合作，并在杨闇公、吴玉章等人
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
1926年8月，朱德到杨森部开展工作，
期间二人交往密切，于渊随后加入中
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1926 年，万县发生震惊中外的

“九五惨案”。面对英舰的激烈炮火，
于渊果断指挥士兵奋起反击。战斗
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敢死队冲
上“嘉禾”号英舰，在头部和小腿受伤
流血的情况下仍不退却，最终击毙英
军舰长达尔礼及士兵多人。

1942年，经张澜介绍，于渊加入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一方面利用
自己在川康军政界的影响开展工作，
一方面在家乡射洪发展民盟组织。

1947年6月1日深夜，于渊不幸
被捕，并被囚禁在成都政治犯集中
营——将军衙门监狱内。面对国民
党特务的严刑逼供与威逼利诱，于渊
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1949 年 12 月 7 日深夜，于渊英
勇就义于成都十二桥，时年56岁。

于渊：热血忠魂 浩气长存

据新华社新加坡6月2日电
（记者林昊 夏立新） 第18届香格
里拉对话会（香会）2日在新加坡闭
幕。当日上午，中国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魏凤和就“中国与国际安全
合作”议题作大会发言，充分阐释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
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为维护世
界和平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关于台湾问题，魏凤和说，任
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
任何干涉台湾问题的行径都注定

失败，任何对中国军队决心意志的
低估都极其危险。我们愿以最大
诚意、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前
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
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
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
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
护祖国统一。

关于南海问题，魏凤和说，当
前南海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中国
与东盟国家推动“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已取得积极进展。中方希望

有关方面不要低估南海周边国家
妥处分歧、维护和平的智慧和能
力，也欢迎各国提出建设性建议。

关于中美关系，魏凤和表示，
中美关系历经风雨总体向前。中
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合则
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两军应努力
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使
两军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不冲突
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
中美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中国防长香会期间作大会发言时阐释

任何分裂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6月1日，萨尔瓦多新任总统纳伊布·布克莱（前左）与夫人在首都圣萨尔瓦多出席就职仪式。
萨尔瓦多当选总统纳伊布·布克莱1日在首都圣萨尔瓦多宣誓就职。布克莱在就职演说中表示，萨尔瓦多新

政府将致力于保障社会福利、提升教育水平、消除腐败等。 新华社发

布克莱宣誓就任萨尔瓦多总统
6月1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中国深圳福永杂技团演员在颁奖典礼上表

演《头顶倒立》。为期3天的第四届乌克兰“金栗子”国际青少年杂技艺术节1
日在乌首都基辅落下帷幕。中国深圳福永杂技团带来的节目《球顶晃圈》和

《头顶倒立》获得艺术节最高奖“金栗子”大奖。 新华社记者 陈俊锋 摄

中国杂技节目在乌克兰获大奖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
鲁拉5月31日发表讲话，强烈反对美
国即将发布的所谓中东和平“世纪协
议”，呼吁支持巴勒斯坦的人士阻止这
一“历史罪行”。

纳斯鲁拉当天在真主党组织的纪
念“国际耶路撒冷日”活动上说：“这
（反对‘世纪协议’）是一项宗教、道德
和人道主义义务。”

预期美国6月下旬将在巴林经济
研讨会上发布“世纪协议”涉及经济的
部分。 据新华社电

黎巴嫩真主党
发声反对“世纪协议”

据新华社美国比奇6月 1日电
（记者孙丁 胡友松）美国弗吉尼亚州
比奇市警方1 日通报说，前一天造成
当地市政中心 12 人死亡的枪击事件
系该中心一名员工所为。

弗吉尼亚州比奇市警长詹姆斯·塞
韦拉在记者会上说，这名员工叫德韦
恩·克拉多克，40岁，是该市公共设施部
门一名工程师，供职时间长达15年。

据警方通报，5 月 31 日 16 时许，
克拉多克携带手枪、消音器、扩容弹夹
等进入弗吉尼亚比奇市政中心一处办
公楼，随后“乱枪射击”，造成12人死
亡、4 人受伤。克拉多克在与警方的
交火中被打死。目前尚不清楚克拉多
克的作案动机。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
协助弗吉尼亚比奇市警方展开调查。

美国警方确认
枪击案枪手身份

●中国企业研发的新一代全数字
PET-CT，1日在日本福岛县的
综合南东北医院亮相，这是该款
中国“智造”高端医疗设备在海外
的第一台装机。

●智利总统皮涅拉1日在发表国
情咨文演讲时说，尽管今年受多
重因素影响，铜价下跌，但智利今
年经济增长水平仍有望在拉美保
持领先地位。

●美国国务院以加强安全审查为
由，已经开始要求绝大部分美国
签证申请人提交个人社交媒体账
号信息。这一新规已于5月31
日执行。

●过去数天当中，印度大部地区
连续遭受热浪袭击。印度国家气
象局2日发布高温预警称，未来
几天印度大部地区还将持续高温
天气。

●阿富汗政府官员2日说，首都
喀布尔西部当天发生连环爆炸袭
击，已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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