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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中国在防止疫情全球蔓延方面所做努力是应对
极端威胁的典范。”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长古萨科
夫对记者说。

古萨科夫和其他多名国际医学界、科学界专家近
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高度评价了在全球抗击疫情过程中
的中国贡献，称赞中国为世界赢得时间窗口，对中国及时发布和
分享疫情信息及研究成果表示敬意，并对中国积极向其他国家
伸出援手表示感谢。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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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港海关罚没汽车拆解的公告
大东港海关现有十辆依法罚没的汽车需进行回收拆解处理，请有资

质有意向的汽车拆解企业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张宏昭

联系电话：15174164076、18342589698

大东港海关

债权转让公告
沈阳电缆制造有限公司、沈阳市欣
明电缆有限公司、沈阳美加电缆绝
缘材料有限公司、孙欣、张宁、孙
明、万哲：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韩猛
2020年4月13日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我公司对沈阳电缆制造有限
公司享有的主、从债权项下的全部
权利,已依法转让至韩猛。现通知上
述债务人、担保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
向现债权人韩猛履行还本付息义务
及该债权项下的其他义务（其中债权
本金 495.48 万元、利息 247.73 万
元）。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承债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4月16日

国有股权转让预披露公告
我中心受托对抚顺市融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抚顺市融发保险经纪

有限责任公司100%国有股权转让进行预披露公告。标的企业资产总计：

10437446.69元，负债总计：206.56元，所有者权益：10437240.13元。

预披露公告期：2020年4月16日至2020年5月14日15时止。

详情请登录我中心网站。网址：www.fsprec.net

联系人：葛先生 联系电话：024-57679621

联系人：沈先生、刘先生 联系电话：024-53870006

抚顺市产权交易中心 2020年4月16日

合并公告
经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简称甲）、辽宁泛华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简称乙）股东会

决定，甲吸收合并乙后存续，乙注

销。合并前甲注册资本5500万元，

乙注册资本1000万元，合并后甲注

册资本 5500 万元。合并后各方的

债权债务由甲承继，请各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出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债务担保的请

求，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

求。

大连泛华建设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辽宁泛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6日

遗失声明
▲ 罗 成 金 道 路 运 输 许 可 证 号

210882203761丢失作废。

▲ NCE19D- MHYXYSMH0002485 合

同已丢失。

▲NCE19C-MHYQWMH0005558合同

已丢失。

▲辽宁省省直企业资产管理咨询服务中

心银行开户许可证遗失，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中山支行，账

号 ：21001360008052502227，核 准 号 ：

Z2210000016101，声明作废。

封路通告
因阜新市法盘线地河桥桥

梁拆除重建工程需要，拟对法盘

线(S214)K95+500 至 K96+200 路

段进行全幅封闭。封闭日期：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1日。

道路封闭期间，地河桥由彰

武往桓仁方向桥下右侧开设便

道，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行车警

示标志减速安全通行。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辽宁众旺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5日

为世界赢得时间窗口

古萨科夫说，中国进行了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动员以遏制疫
情传播，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赢得了
宝贵时间。

意大利罗马阿戈斯蒂诺·杰梅利
大学综合医院外科医生埃马努埃莱·卡
罗波说，疫情暴发后，“中国迅速、及时
和高效的反应，减缓了病毒的传播速
度，为其他国家制定防疫政策创造了
十分有用的窗口期”。

美国休斯敦贝勒医学院教授彼
得·霍特兹指出，中国为阻止疫情向境
外蔓延，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和检
测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中国
对全世界抗疫的重大贡献。

塞尔维亚军事医学院流行病学研
究所副所长热利科·亚德拉宁高度评
价中国应对疫情的态度和速度，认为
中国政府和民众为抗击疫情做出的努
力值得尊敬。“如果不是中国政府采取
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在世界各地会

有更多感染和死亡病例。”

与全球共享抗疫信息

多国专家评价说，中国在采取有
力举措防控本国疫情的同时，积极向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
息、分享经验、推动药物和疫苗研发国
际合作，积极助力全球战疫。

“中国实际上正为我们应对新的
和未知的流行病制定新标准，”亚德
拉宁说，中国“快速认识了新的流行
病，迅速甄别病原体，并在对病毒进

行基因测序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分
享研究成果。这种抗击疫情的态度
让人尊敬”。

斯库利介绍说，《临床传染病》平
均每天收到 15 篇中国研究人员关于
新冠病毒的论文，研究这一病毒的中
国科学家和医护人员向国际社会传递
了大量重要信息。

向其他国家施以援手

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全
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多国专家强

调，抗击新冠疫情是全世界共同的责
任，他们高度赞赏全球战疫中的中国
担当。

“向中方专家寻求建议，是防控疫
情最好的办法，”塞尔维亚传染病和热
带疾病医院院长戈兰·斯特万诺维奇
说，“我们已和中国同事进行多次沟通
……任何信息交换对我们而言都有效
且必要。”他特别提到，中国与中东欧
17 国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家视
频会议对中东欧国家获取相关防疫信
息十分有帮助。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兼食品和药品
组织主席沙奈萨兹表示，伊朗暴发疫
情后，中方展现出充分的国际责任感，
第一时间向伊朗伸出援手，伊方对此
表示衷心感谢。

“中国成功阻断了疫情，伊拉克
正急需这方面的经验，而我们也从中
国专家组受益良多。”伊拉克卫生部
公共卫生司副司长阿萨德·马赫迪
说，他会请求中国专家组在伊拉克多
待些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国际学界高度评价中国对全球抗疫贡献
新华社记者

4月14日，中国援助的抗疫物资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奥坦博国际机
场。中国援助南非医疗物资交接仪式14日在约翰内斯堡奥坦博国际机
场举行。南非政府官员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南非抗疫关键时刻给予的宝
贵支持和援助表示高度赞赏和衷心感谢。 新华社发

南非接收中国援助抗疫物资
感谢中国帮助

欧洲14日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显示疫情依旧
严峻，但多国增幅持续放缓，疫情进
入“平台期”。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部分商家当天开始重新开门营业，
部分大企业当天开始复工，更多欧
洲国家把复工、复课计划提上政府
讨论日程。

在尽快恢复经济和防止疫情反
弹的权衡之间，欧洲多国谨慎迈出
逐步“解封”第一步。

在欧洲疫情特别严重的意大
利，尽管14日累计病例增至162488
例，死亡病例增至21067例，但累计
病例增幅是一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重症病例也比上一日减少74例，连
续第十一天下降。

根据意大利政府新颁布的命
令，从 14 日开始，少数商店允许营
业，其中包括出售婴幼儿用品的商
店、宠物用品商店、书店、干洗店和
电器商店等。这些商店必须遵守关

于安全社交距离的规定，顾客需要
戴口罩和手套，商店每天必须至少
消毒两次。

基于新冠疫情数据曲线发展平
缓，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14
日宣布，将以比预想更快的速度放
开管制措施，并召集议会就下一步
具体开放措施进行讨论，重点关注
如何复苏商业和经济。按政府初步
计划，丹麦的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
从15日起将重新开放。

波兰卫生部长乌卡什·舒莫夫
斯基14日说，波兰将从19日开始逐
步“解冻”经济，具体措施包括：按照
超市、商店的面积适当增加进店顾
客人数；购物中心内的服装店、理发
店和美容院在限制顾客人数的基础
上开门营业。

德国总理默克尔与16个联邦州
州长定于15日讨论疫情形势与下一
阶段防疫措施。一些联邦州主要官
员14日表达了对于是否放松社交禁

令的不同看法。萨克森州州长克雷
奇默说，希望能在 4 月 20 日之后在
社会和经济最重要的领域放松限
制；柏林市长穆勒表示，可能最早要
到 4 月 27 日才会调整现有限制措
施。巴伐利亚州州长泽德在推特上
说，需要以“安全、谨慎”的方式走出
新冠疫情危机，现有措施是奏效的，
但不能冒险使得疫情反复。

瑞士媒体报道说，联邦委员会
本周内将就如何逐步解除疫情管控
展开讨论，初步解禁措施有望在4月
底开始执行。

在疫情依然严峻的英国，民众
居家隔离已进入第四周，政府将在
本周内商讨决定是否延长隔离时
间。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14日说，
政府首要任务是集中所有资源战胜
疫情，当前能为稳定经济所做的最
重要事情就是确保民众健康，而不
是在经济和公众健康间做出选择。

据新华社伦敦4月14日电

欧洲多国谨慎迈出“解封”第一步
新华社记者

4月14日，在英国伦敦，人们从千禧桥上走过。 新华社发

4月14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退役老兵埃尔南多·皮维塔在离开
医院时向医护人员敬礼。据巴西国防部消息，感染新冠病毒的巴西百岁
退役老兵埃尔南多·皮维塔14日下午痊愈出院。皮维塔生于1920年，曾
作为巴西远征军成员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新华社发

巴西百岁老兵战胜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休斯敦 4 月 14 日电
（记者高路） 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
馆14日表示，已开始向领区内中国留
学生发放包括口罩等防护用品在内的

“健康包”。首批收到“健康包”的中国
留学生主要来自出现新冠疫情的6所
高校。

据休斯敦总领馆介绍，约1.6万件
“健康包”近日从中国运抵休斯敦，并
在总领馆协调下快速完成清关手续。
上周末，总领馆工作人员对“健康包”
进行严格消毒并完成分装。“健康包”
将分批次运送到领区内近90所高校，
并通过各高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发
放到留学生手中。

据了解，“健康包”内除了防护用
品外，还附有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蔡
伟的一封信。信中说：“同学们远离祖
国和亲人，但党和政府无时无刻不牵
挂着你们的健康。在来势汹汹的疫情
面前，你们不是孤军奋战，祖国永远在
你们身后。”蔡伟还对留学生在国内疫
情严峻时期捐赠抗疫物资的行动表示
赞赏。

中国驻休斯敦
总领馆向留学生
发放“健康包”

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
新华社联合国4月 14日电

（记者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
雷斯14日晚间通过发言人发表声
明说，世界卫生组织必须得到支
持，这对全球战胜新冠疫情的努力
绝对关键。

古特雷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
费后作出上述表态。古特雷斯说，
全球正在抗击新冠疫情，削减世卫
组织或任何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行
动所需资源不合时宜。古特雷斯

表示，新冠病毒“在我们一生中前
所未见，因此需要采取前所未有的
应对措施”。他强调，国际社会的
当务之急是团结一致，努力遏制这
种病毒及其破坏性后果。古特雷
斯还对世卫组织成千上万奋斗在
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敬意。

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宣布，
美国暂停向世卫组织缴纳会费。
他说，美国每年向世卫组织缴纳超
过4亿美元会费，是世卫组织的主
要赞助方。

据新华社巴黎4月15日电（记者
唐霁） 15 日是巴黎圣母院遭大火烧
损一周年纪念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发
表视频讲话宣布，尽管受新冠疫情影
响，加固工程暂时停止，但是圣母院的
重建工作一定会在5年内完成。

马克龙在讲话中感谢参与圣母院
大火扑救和重建工作的所有人。他
说，巴黎圣母院的重建“象征着法国人
的坚韧、战胜困难和重新振作的能
力”。他承诺将尽快恢复重建工作，确
保5年内完成修复工程。

巴黎圣母院宣布，作为一周年唯
一的纪念活动，15 日晚 8 时整，巴黎
圣母院将敲响在火灾中幸存的低音
大钟，向奋战在一线的法国医护人员
致敬。

马克龙承诺

5年内完成
巴黎圣母院重建工作

据新华社哈拉雷4月15日电
14 日，非洲地区新冠疫情仍处于
持续蔓延态势。为遏制疫情蔓延，
马拉维、尼日利亚等国宣布实施或
延长“封城”措施。多个非洲国家
也加大防疫和检测力度。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北非地区
是整个非洲大陆受疫情影响最严
重的地区。截至 14 日，北非国家
已经报告 6625 例新冠确诊病例，
导致619人死亡。

从确诊病例数量看，非洲疫情
最为严重的国家是南非、埃及和阿
尔及利亚，确诊病例均超 2000

例。目前，非洲仅剩科摩罗和莱索
托2个国家尚未报告确诊病例。

14 日，确诊病例增长较多的
国家是：南非新增 143 例，累计
2415 例；加纳新增70例，累计636
例；吉布提新增65例，累计363例；
几内亚新增44例，累计363例。当
日，新增病例数均在30例以下的国
家：塞内加尔、尼日利亚、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赤
道几内亚、卢旺达、几内亚比绍、佛
得角、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科特迪
瓦、喀麦隆、布基纳法索、加蓬、尼
日尔、塞拉利昂和津巴布韦等。

非洲多国实施或延长“封城”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