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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拟对沈阳市金碧印刷厂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1月31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

的债权本息余额）为1088.62万元。债务人位于沈阳

地区，该债权由自然人赵霞、鲍绪强提供保证担保，

并由债务人自有的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十二

号路165号两处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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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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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经理、郑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86、22518995

电子邮件：xiaor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信

达资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

22518961、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

gyin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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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拟对圣罗娜国际木业（沈阳）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

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1187.94 万元。

债务人位于沈阳地区，该债权由上海创高木业（沈

阳）有限公司、自然人周远深、刘华敏、胡瑞涛、蒋梦

陶、李世魁、张荣珍提供保证担保，并由上海创高木

业（沈阳）有限公司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二十二号

路 50-1 号土地使用权设置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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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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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经理、郑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86、22518995

电子邮件：xiaor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信

达资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

22518961、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

gyin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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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单户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拟对辽宁中振银达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

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2459.25万元。债务人

位于抚顺地区，该债权由自然人郑国枝、郑国森、郑

梅英、郑素金提供保证担保，并抚顺中联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其位于抚顺市新抚区站前街道的土地使用

权设置抵押担保，自然人王宇以其名下位于新抚区

西七路 1 号楼房产设置抵押担保、自然人王阳以其

名下位于新抚区西六路 2 号楼房产设置抵押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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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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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经理、郑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86、22518995

电子邮件：xiaor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信

达资产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

22518961、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

gyin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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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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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钢铁

总厂等305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364479.45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

在锦州、沈阳等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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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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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经理、郑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86、22518995

电子邮件：chenpeng@cinda.com.cn

zhengxuxiaoy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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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4-22518961、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n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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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仲裁委员会公告
辽宁紫璇贸易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盛京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沈阳市科技担保投资有

限公司）诉你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本会〔2019〕沈仲裁字第19153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会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八纬路23

号，联系人：李澜涛，电话：024-23441233。）

沈阳仲裁委员会

新华社北京2月25日电 连日
来，韩国和日本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持
续增加。两国政府都于 25 日召开会
议制定新的防疫举措，加强构建防疫
网，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发布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5日9时至16
时，韩国新增 84 例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新增2例死亡病例，累计确诊病例
数增至977例。新增病例中，44例出
现在大邱市，23例出现在庆尚北道地
区，这两个地区的确诊病例数累计达
791例。大邱市和庆尚北道清道郡已
于 21 日被政府指定为传染病特别管

理地区。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政府、总

统府青瓦台三方25日召开会议，决定
对大邱和庆尚北道采取“最大限度的
封锁措施”，防止疫情向全国扩散。随
后，青瓦台方面澄清说，“封锁措施”并
非指关闭出入通道的地区性封锁，而
是旨在加强构建防疫网，尽最大可能
阻断社区传播。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中央防疫对策
本部本部长郑银敬在 25 日下午的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大邱市感染病例主
要与某教会有关，目前防疫部门已掌
握大邱该教会的教徒名单，正在集中

排查，并对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强化
行政管理措施。防疫部门要求特别管
理地区的居民尽量减少外出，建议出
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民众在家观察
3至4天，暂时不要上学或上班。

日本政府 25 日在首相官邸召开
会议，制定了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对策
基本方针，旨在全力遏制患者增加速
度，控制疫情在全国蔓延。

目前，日本国内多个地区零星出
现了传染路径不明的感染者，部分地
区还出现小规模的聚集性感染。对
此，方针要求，在患者持续增加的区
域，为调查传染路径、缩小对密切接触

者的观察范围，相关区域居民尽量不
要外出。在感染人数大量增加的地
区，为确保对重症患者的治疗，建议轻
度症状的患者居家静养。

方针还呼吁民众出现发烧等症状
时避免外出，建议企业远程办公或错
峰上班以避免公共交通工具中人群聚
集。方针说，虽然不会强制禁止近期
全国各地的大型聚集活动，但希望活
动举办方根据疫情形势重新审视活动
的必要性。

截至24日，将“钻石公主”号邮轮
上确诊的 691 个病例计算在内，日本
确诊病例总数达到851例。

韩日新冠疫情持续 政府强化防疫措施

2月25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志愿者帮助受困居民撤离。近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及周边地区遭暴
雨侵袭，暴雨引发洪水，并造成断电。目前已致1人死亡，众多居民被迫疏散。 新华社发

印尼首都遭暴雨侵袭

2月24日，在意大利米兰，人们戴着口罩在大教堂前自拍。意大利政
府24日宣布，截至当地时间24日21时，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升至229
例，其中有7个死亡病例。据悉，大部分病例出现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
大区，有关地区已采取了暂时关闭学校等措施。 新华社发

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数量
升至229例

新华社日内瓦 2 月 24 日电
（记者陈俊侠）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24日在瑞士日内瓦表示，中国
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
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作
出了贡献。

古特雷斯当日造访日内瓦世卫
组织总部，并与世卫组织各部门负

责人举行座谈。他在座谈会现场回
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为了有效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中国人无
法过上正常生活。“我要向所有目前
生活在中国的人、那些无法过上正
常生活的人表达感激之情”。中国
人民为防控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

“他们正在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他说：“根据我从世卫组织获得

的信息，自2月初以来，新增新冠病
毒感染病例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是
一个很好的迹象，希望这种迹象可
以持续下去。”

在座谈会上，古特雷斯还称赞
世卫组织每天24小时追踪世界各地
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并为中国政
府及世界各国政府提供支持，以确
保控制这种疾病。

联合国秘书长称赞中国人民
“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据新华社日内瓦2月24日电
（记者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谭德塞 24 日表示，世卫组织和中
国联合专家考察组已结束在中国
的疫情考察工作，专家组认为中国
防控疫情措施避免了大量病例，疫
情顶峰已过，尚未构成全球性大流
行，有关情况应给所有国家带来防
控疫情的信心。

“应该给所有国家带来希望、
勇气和信心的关键信息是，这种病
毒能够被控制。”谭德塞在世卫组
织日内瓦总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说。他说，专家组前往中国几个
省份，也到了武汉市，在病毒传播

能力、疾病严重程度及已采取措施
的效果等方面有了一些认识。

专家组认为，中国疫情在1月
23日至2月2日期间达到顶峰，此
后一直在稳步下降。轻症患者康
复时间平均约为两周，重症患者可
能需要三到六周才能康复。中国
防控疫情的措施避免了本可能出
现的大量病例。

世卫组织专家团队负责人布
鲁斯·艾尔沃德将于 25 日详细介
绍调查结果。

关于全球疫情形势，谭德塞说
疫情尚未构成全球性大流行，但各
国应该做好准备。

世卫组织：

中国疫情顶峰已过
尚未构成全球性大流行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4日电
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24
日宣布，已向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运送了该公司生产的
首批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mRNA-
1273，用于开展一期临床试验。

这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
公司发表声明说，疫苗 mRNA-
1273是一种抗新型冠状病毒的信
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可针

对病毒的刺突蛋白发挥作用。刺
突蛋白是病毒感染宿主细胞的关
键所在，也是过去研发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SARS）冠状病毒疫苗和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冠状病
毒疫苗时的靶点。美国《科学》杂
志 19 日在线发表的一篇论文显
示，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结构与
SARS 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结构
非常相近。

美公司生产出首批新冠病毒疫苗
用于临床试验

据新华社新德里 2月 25 日电
（记者姜磊） 印度《公民身份法》修正
案支持方和反对方 24 日在德里东北
部多地发生冲突并引发骚乱，目前已
致至少7人死亡，另有150多人受伤。

据《印度时报》等多家当地媒体报
道，冲突发生在24日下午，《公民身份
法》修正案的支持方和反对方互扔砖
头，并有多人持枪射击。一名警察头
部被砖头砸中死亡，另有多人遭枪击
死亡。冲突还造成一轮胎市场被烧
毁，十多辆消防车前往救援，目前大火
已扑灭。另据报道，警察向冲突双方
发射催泪瓦斯，并宣布禁止举行超过
4 人以上的集会。此外，由于担心暴
力升级，德里地区多个地铁站被关闭，
部分学校宣布停课。

印度首都地区
发生骚乱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2月24日电
（记者左为）一辆汽车24日下午在德
国黑森州小镇福尔克马森冲入狂欢节
游行人群，导致约30人受伤。肇事司
机被当场逮捕。

德国黑森州警方和法兰克福总检
察院当天发表声明说，事件发生于当
地时间下午2时45分左右，已造成包
括儿童在内的约30人受伤，其中数人
伤势严重。声明说，这名男性嫌疑人
现年29岁，是福尔克马森镇居民。目
前案件正在调查中，嫌疑人动机尚不
清楚。

德国多地 24 日举行一年一度的
“玫瑰星期一”大游行，将德国狂欢季
推向高潮。事件发生后，黑森州警方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州内所有狂欢节游
行提前结束。

德国一汽车冲入
狂欢节游行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