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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8月27日电（记
者许缘 高攀） 前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行长威廉·达德利 27 日撰文指出，美
国政府挑起的对华经贸摩擦不断削
弱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令美国经济
前景恶化，是一场正在形成的“人为
制造的灾难”，美联储应明确表示拒
绝对此纾困，以阻止经贸摩擦进一步
升级。

达德利在这篇发表在彭博社专栏
上的文章中指出，美联储具有独立性，
通常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主要以维护
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为目标，很少考
虑其行动会如何影响政府支出、贸易
政策等其他领域决策。

达德利表示，如果美联储的宽松
货币政策鼓励美国政府进一步升级经
贸摩擦、增加经济衰退风险，美联储的

纾困努力不仅无效，反而可能导致事
态恶化。

达德利指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上周在全球央行年会上已做出声明，
货币政策“无法为国际贸易提供确定
的行为准则”。这是警告美国政府美
联储的政策工具不太适合用来减轻经
贸摩擦的伤害。

他认为，美联储应进一步阐明不

会为“在贸易政策上不断做出错误决
策的政府”纾困，美国政府“需为自己
的行为承担后果”。

达德利认为，采取这样的强硬立
场将在三方面有利于美联储和美国经
济。其一，增加美国政府经贸摩擦成
本，阻止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其二，
重申美联储独立性；其三，避免进一步
降息，预留货币政策空间。

前纽约联储行长表示

挑起对华经贸摩擦令美经济前景恶化

LIAONI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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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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路通告
由于盖普线义尔岭二号桥危桥

（K21+628）重建工程施工，需全幅封闭

盖普线K21+500-K21+900区段。封闭

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5 日。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庄西

线、黑大线。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局公路总站

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8月29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军用公路中修项目

项目地点：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

招标规模：市政公路项目

合同估价：约73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30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http:

//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赵捷

电话：18624460037

联系人：刘宗宝

电话：18841267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31700部队保障部
2019年8月26日

遗失声明
▲段维江取暖费发票丢失，代码：2100172350，票号：09548847，特此声明。

▲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恒羽服装厂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恒羽服装厂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营口市鲅鱼圈区熊岳恒羽服装厂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张树将沈阳工程学院学士学位证书遗失，编号：1163242010000885，特此声明。

▲营口市老边区欢心小区4号楼1单元17楼西刘国柱，边动3001740号动迁户回迁

款项结算确认单丢失，面积81.11平方米声明作废。

▲兴城市运服王帅柱运输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211481600291291，核准日

期2013年6月26日，声明作废。

债务企业：大连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债务企业）。

债权情况：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拟转让持有的
该债务企业债权2笔。

截至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第1笔债权本
金82460000.00元，利息55770307.38元，债权合计
138230307.38元；第2笔债权本金68000000.00元，
利息61839383.31元，债权合计129839383.31元。

债务企业概况：债务企业注册地为大连市普
兰店区太平街道办事处柳家社区，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景克瑞。

抵押、质押及保证情况：抵押物为“文景清华
园”项目的在建工程和分摊土地使用权（第 1 笔
债权是第一顺位抵押、第2笔债权是第二顺位抵
押）；质押物为债务企业全额股权；第1笔债权保
证人是景克瑞、陈丽；第 2 笔债权保证人是景克

瑞、陈丽、李会仕、聂利平、吴玥霖、李娜、张兵、李
艳艳。

诉讼时效情况：主从债权均在诉讼时效内。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

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资产公司有
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单笔债权处置，债权不限于拍卖、
挂牌、协议转让等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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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登之日
起半年内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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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大连文景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关于刘娟等5笔债权转让及催收的公告
根据法律规定，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债权受让人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将其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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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特此公告各借款人（债务

人）及担保人，要求清单所列借款人（债务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立即向对应的债权受让人履行相应的合同约定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2019年8月29日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人及担保人

刘娟、王振平

王林春、杨丽煌、刘桂香、王文利、辽宁哲元利翔经贸有限公司

杨立影、阎百勇

周海艳、贾磊

朱程章、阚春鸣

额度号/借据号

16506201630199601

16504201500010201

16509201600042101

16511201600053201

16501201736925601

贷款到期日

2017-10-28

2020-09-09

2020-03-03

2017-01-19

2018-02-15

转让基准日本金余额（元）

1130000.00

1995492.65

883744.74

727255.60

520000.00

债权受让人

王欢

王欢

王欢

王欢

李学瑛

债权标的清单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模拟机动勤务训练场建

设工程

项目地点：辽阳市白塔区

招标规模：水泥混凝土场地建设

合同估价：约124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3

日17时。（报名有效期不少于5天）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物资采购网

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张艳国

电话：13998950086

中国人民解放军31700部队保障部

2019年8月28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

公告

辽 宁 党 刊 集 团 拟 向 事 业

单 位 登 记 管 理 机 关 申 请 注 销

登记。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大连西环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融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已将所拥有的：1.大连市西岗区五金化工公司、高永刚、张庆梅、高志鹏、大连华泰隆五金机械有限公司等（2015甘民初字第05609号）；2.大连
名流美业贸易有限公司、杨春旭、姜世海等（2016辽0211民初5938号、2016辽0211民初5933号）；3.大连北方粮食交易市场泽达丰粮油有限公司、曲民、中
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等（2014大民一初第00207号、2016辽民终470号）；4.大连嘉华电气发展有限公司、冷青松、孟宪韡、大连嘉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等（2015甘民初第08682号）；5.大连鼎润劳务有限公司、大连鼎润建设有限公司、范继祥等（2017辽0293民初549号）；6.大连集祥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日祥海洋捕鱼有限公司、曲荣先、孟德艳等（2014大民三初字第16号）；7.大连元丰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刘有文、大连新港港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大连
港湾谷物有限公司、四平吉联谷物有限公司、大连光德粮食贸易有限公司、昌图县昌鑫粮油有限公司等（2014大民三初字第194号、2014大民三初字第195
号、2014大民三初字第196号）的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主债权及担保等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大连西环实业有限公司。特此通知上述债权涉及的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债权转让事宜，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向大连西环实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应还款或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融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西环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据新华社悉尼8月 28日电
（记者郭阳）2019“美丽中国·璀璨
文化”大洋洲推广活动 27 日晚在
悉尼落下帷幕。此次活动以交流
洽谈和旅游推介会的方式，展示了
中国璀璨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

当天举行的推介会上播放了
“美丽中国”宣传片，上演了中国
民乐演奏、川剧变脸、歌曲演唱等
节目。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
与合作局副局长李亚莹在推介会
上致辞说，中澳两国旅游资源丰
富，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国和旅游目
的地。她希望通过推广活动进一
步挖掘两国旅游合作潜力，为中澳
两国旅游业界搭建平台。

2019“美丽中国·璀璨文化”大
洋洲推广活动自 21 日起在新西
兰、斐济和澳大利亚3国的5个城
市举办。

“美丽中国·璀璨文化”
大洋洲推广活动在悉尼落幕

据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7 日电
（记者刘阳）美国华盛顿旅游局27日
发布年度报告显示，2018 年，来华盛
顿的中国游客为22.6万，比上一年锐
减25%。

美国旅游协会近期数据显示，中
国游客减少不仅是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全美的中国游客数量也出现下
降。2018年，赴美中国游客比上一年
下降5.7%至299万人次。

位于华盛顿附近的乔治王子县旅
游推广部门负责人卡尔·史密斯对记
者说，当地酒店和餐饮业已经表现出
越来越多的忧虑情绪。

中国游客减少
引起美旅游界担忧

据新华社莫斯科 8月 27 日电
（记者李奥）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表
示，要解决叙利亚问题，当前的首要任
务是推进政治解决进程。

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天
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普京在会谈后
说，两人主要讨论了叙利亚问题。他
表示，俄罗斯、土耳其与伊朗在“阿斯
塔纳进程”框架内积极协作，这一进程
是解决叙利亚危机最有效的机制。俄
方认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是稳定
叙利亚局势并推进政治解决进程。

普京说，他与埃尔多安就组建和
启动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相关问题进行
了磋商。俄方希望这一委员会可于短
期内在日内瓦启动。他本人将于9月
中旬赴安卡拉参加俄罗斯、土耳其与
伊朗三国峰会。

普京强调

俄土伊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内协作
是解决叙危机最有效机制

8月27日，在俄罗斯莫斯科附近的茹科夫斯基市，俄罗斯总统普京（右）
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谈时握手。 新华社发

韩国外交部 28 日召见日本驻
韩大使，抗议日方当天正式把韩国
从简化出口手续的“白色清单”中
除名、即取消韩国受信任贸易伙伴
地位。

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赵世暎召
见日本大使长岭安政，提出严正抗
议，要求日方撤销这一贸易限制举

措。赵世暎说，日方这一做法显然
是报复韩国法院先前裁决，也是“动
摇两国合作关系基础的重大挑战”。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国家安保室
第二次长金铉宗说，日方无视韩方
取消经济报复举措的要求，一意孤
行，韩方深表遗憾。

金铉宗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几次说韩国不可信任，在双方最基本
信任关系破裂的情况下，韩方没有理
由维系双边军事情报共享协定。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
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日方立场，即
韩方就日方强征劳工事宜的“消极
和非理性”做法导致两国关系“处于
极其困难状态”。 据新华社特稿

韩国抗议日本正式“限贸”

据新华社金边8月 28日电
（记者毛鹏飞）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馆 28 日发布公告，提醒在柬中国
公民防范电信诈骗。

公告说，近日，多名中国公民
向使馆反映遭受不法分子电话诈
骗。不法分子自称使领馆工作人
员，采用技术手段伪装成使馆领事
保护与协助电话号码，以“涉入刑
事案件需要配合调查”“有重要文
件需到使馆领取”“有关银行卡有
违规现象”等虚假理由，要求接电

人向中国国内主管部门或使领馆
澄清，并提供回拨电话以进一步联
系，有一定迷惑性、欺骗性。

中国驻柬使馆提醒在柬中国
公民，使馆不会以电话方式通知
中国公民有涉及国内的案件需要
处理，不会要求接电人回拨任何
电话号码进一步联系。使馆提
示，不要相信任何以中国驻柬使
领馆名义索取银行卡等个人财务
信息、要求转账或汇款的电话及
邮件。

中国驻柬使馆
提醒中国公民防范电信诈骗

伊朗司法机关 27 日确认，两
人因向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即

“摩萨德”提供情报而接受刑事
处罚。

司法机关发言人吴拉姆侯赛
因·伊斯梅利说，伊朗人阿里·乔哈
里多项间谍罪名成立，判处 10 年
监禁。他与摩萨德关系密切，与以
方人员多次在泰国、斯里兰卡和印
度接触。

伊斯梅利说，乔哈里去过“被
占领的土地”，正在设法取得那里
的国籍。法新社解读，“被占领的
土地”指以色列。他另外因为获得
非法资金而面临两年监禁，同时接
受罚款处罚。

美联社报道，乔哈里涉嫌将
一家伊朗建筑企业的工程项目
信息提供给以色列情报机构。
那家企业据信关联伊朗伊斯兰
革命卫队。

阿努莎·阿舒利有伊朗和英国

双重国籍，同样因为向摩萨德提供
情报而接受刑罚。伊朗法庭以间
谍罪判处她 10 年监禁，另因她非
法从以方取得3.3万欧元（约合26
万元人民币）判处 2 年监禁、缴纳
同等金额罚款。

伊斯梅利 27 日确认，法院维
持先前对另外一名有伊朗和英国
双重国籍人士的量刑。

伊斯梅利说，阿拉斯·阿米
里“接受 10 年监禁刑罚……她正
在服刑。法院裁定维持这一量
刑判决”。

伊朗与以色列是宿敌。以
色列长期指认伊朗在中东扩张势
力，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
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近期据信对
伊拉克和黎巴嫩境内与伊朗关联
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不承认以
色列的国家地位，官方语境中以色
列通常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指代。

据新华社特稿

伊朗判决两名以色列间谍

据新华社华盛顿 8月 27 日电
（记者周舟）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的“龙”货运飞船 27 日离开国际空间
站返回地球，带回超过1200千克的科
学实验样品和设备。

美国东部时间 27 日 10 时 59 分
（北京时间 27 日 22 时 59 分），“龙”飞
船脱离国际空间站，转移到安全距离，
15 时 22 分许脱离轨道，16 时 21 分落
入加利福尼亚州以西的太平洋海域。

“龙”飞船带回了多项实验的结
果，其中一个实验是研究微重力环境
如何影响淀粉样蛋白纤维的形成。淀
粉样蛋白纤维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有关，实验结果有望帮助科研人员理
解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

“龙”飞船从国际
空间站返回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