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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道路进行大修施工，需对本

宽线 K15+700-K37+706（木材检

查站至北大岭)段实施全幅封闭施

工，请过往车辆行经该区域时绕

行，绕行路线如下：

1. 途经三道河、思山岭乡、三

台子、甬子峪至草河掌方向的车

辆绕行：

G304国道(丹霍线）—南芬—

草河口—S310 省道（草鞍线）—

S205省道（抚丹线）—草河掌（双向

往返）

2. 途经三道河、思山岭乡、三

台子、财神庙至草河掌方向的车辆

绕行：

丹阜高速（桥头站）— 丹阜

高速（本溪站）—G506 国道（集

本线）—本溪县—草河掌（双向

往返）

3. 途经三道河、思山岭乡、三

台子至财神庙方向的车辆绕行：

丹阜高速（桥头站）—丹阜高

速（本溪站）—G506 国道（集本

线）—本溪县—二道河子—磨石峪

—财神庙（双向往返）

请 过 往 车 辆 减 速 慢 行 ，按

照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牌

行驶。

封闭时间：2020 年 6 月 20 日

至2020年9月23日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6月15日

封路通告 封路通告
因黑大线（G202K1363+443

处）野老滩桥改造施工，经相关部
门批准，定于 2020 年 6 月 9 日至
2020年8月8日全幅封闭施工，请
过往车辆绕行。

绕行路线：
黑大线（G202）北向南方向绕

行沈半线→河黑线→辽官线→黑
大线（G202）国道；

黑大线（G202）南向北方向绕
行辽官线→河黑线→沈半线→黑
大线（G202）国道；

特此通告。
辽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辽阳市交通运输局

沈阳恒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自 2020 年 6 月 17 日 起 至

2020 年 7 月 8 日止，丹阜高速公

路的桥头收费站至下马塘收费

站（丹东方向）进行道路单侧封

闭施工，相关车辆绕行将导致对

应路段国道 G304 线车流量激

增，但因国道 G304 线桥头至下

马塘路段多处存在路窄、陡坡、

弯急、深岭等路况，局部路段不

具备中、重型货车和半挂牵引货

车的通行条件；其间（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020 年 7 月 8 日）将对

中、大型客车和中、重型货车以

及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

行 国 道 G304 线（G155 + 25 －

G183+880）思山岭木材检查站路

口至下马塘虎头山路口段。此

路段将设置限制3.1米高度限高

架，限制载重量 4 吨以上车辆通

行，请沿线单位、个人做好运输

计划和出行规划，不具备通行条

件的过境车辆可绕行沈大高速

（G15）、鹤大高速（G11）、丹锡高

速（G16）、集本线（G506）、铁长

线（S202）等路段。

特此通告。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2020年6月16日

关于国道G304线桥头至下马塘路段
大中型客货车及危化品运输车绕行的通告

封路通告
因沈阳市柏哈线任家窝堡桥危桥拆除重建

工程施工，现予以对该桥全幅封闭。

绕行线路：

1.四家子去往大泉眼方向，绕行后满洲屯-东

五线-五台子-四台子-顺瓷街-大泉眼。

2.大泉眼-四家子反之。

封闭时间2020年6月9日—2020年10月30日。

法库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

法库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6月17日

▲杨晔，记者证遗失，编号 G21000155000815，声

明作废。

▲康令军将葫芦岛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医疗

住院收费票据丢失，票据编号 1800257932，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封路通告
我单位新宾满族自治县公路工程处于2020

年 6 月 16 日起，在省道饶盖线 K1427+604.5—

K1427+707.1区间进行饶盖线红旗桥改建施工，

施工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20 日至 2020 年 10 月 30

日。施工期间桥梁施工段全幅封闭，过往车辆需

按指示标志通行。

特此通告。

新宾满族自治县公路工程处

抚顺市公安局交通管路局

2020年6月18日

资产转让公告
我中心受托对以下资产进行

公开转让。
位于抚顺市东洲区兰山乡五

味村的建筑物及机器设备整体转
让。建筑面积约：9754.69 平方米
（无证资产），其他辅助设施：33
项。机器设备共计17台（套），转让
底价共计：850 万元，交易保证金
100万元。

公告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0
年 6 月 18 日至 2020 年 7 月 2 日 15
时止。

请有意受让者持有效证件和
保证金到我中心办理登记手续，可
到标的现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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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市产权交易中心
2020年6月18日

我公司拟对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收购的沈阳市欣明电缆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
计债权总额7372.70万元，其中本金3682.15万元，利
息 3090.55 万元(截至 2020 年 5 月 28 日)。贷款方式
为抵押和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土地，保证人为沈阳
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孙欣、张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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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8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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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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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1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沈阳市欣明电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因鞍山市库盘线（黄沙至后壕

段）改造施工，经相关部门批准，对
K220+955至K228+806段实行路段
全幅封闭施工。封闭时间：2020年6
月21日至2020年10月31日。请过
往车辆绕行。

绕行路线：
台安至盘锦方向：
高力房 姜家房身

韭 菜 台 镇 杨塘 村 郑
家村。

盘锦至台安方向：
郑家村 杨塘村 韭

菜台镇 姜家房身 高
力房。

弓黑线孙狼洞南桥便道绕行。
特此通告。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台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0年6月18日

湘拉线→ 湘拉线→
湘拉线→ 大盘线→
大盘线→ 湘拉线→

湘拉线→ 湘拉线→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6 日电
（记者徐剑梅 孙丁 邓仙来） 15日
夜间至16日，小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活
动仍在美国一些城市进行。总统特朗
普16日签署行政令，鼓励警察部门“在
使用武力方面符合最新职业标准”。

综合美国媒体报道，16 日凌晨，
在中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市，约
100名抗议者与警方对峙并遭警方化
学制剂驱散，其中数人被捕，至少一家
企业遭到破坏。

在西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反对
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到
16日已持续20天。俄勒冈州州长凯
特·布朗宣布，她将在本月晚些时候推
动州议会就警察问责立法。

在东南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约

百名和平抗议者16日继续走上街头，反
对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执法，要求移除
维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纪念物。

在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首府塔拉哈
西，数十名抗议者16日为死因不明的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成员奥卢瓦托
因·扎劳守夜。

15日夜间，在西南部新墨西哥州
阿尔伯克基举行的抗议活动中，一些
示威者试图破坏历史人物“西班牙征
服者”胡安·德·奥纳特的雕像，并与执
法人员发生冲突，一名男子遭枪击。
在东部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警方15
日深夜拘留了 19 名在州议会大厦外
扎营并拒绝离开的抗议者。

16日，在美国中西部的科罗拉多
州，又一名涉嫌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

波利斯抗议活动中纵火焚烧警察局的
嫌疑人遭起诉。当天，在西部加利福
尼亚州旧金山，两名男子被控在加州
奥克兰市枪击警察，导致一人死亡，一
人重伤。美国联邦调查局当天说，这
两名嫌疑人不是抗议者，他们利用抗
议示威活动攻击执法人员。

16日，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首府
里士满警察局长史密斯在市长要求
下辞职。在抗议浪潮中，里士满警方
曾在宵禁开始前向一群和平抗议者
施放催泪瓦斯，一辆警车曾撞倒数名
抗议者。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在5月下旬以来的全美抗议浪潮和要
求警察执法改革的呼声中，美国多个
城市出现警察辞职情况。在明尼阿波

利斯，除涉及弗洛伊德案4 名警察被
解职和起诉外，至少 7 名警察辞职。
在亚特兰大，黑人男子莱沙尔德·布鲁
克斯12日遭警察枪杀后，涉案警察被
解雇，亚特兰大警察局局长辞职。亚
特兰大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本月已
有8名警察辞职。

5月25日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
遭警察暴力执法死亡后，全美和世界
其他一些国家出现抗议浪潮，美国多
地宣布针对警察部门的改革措施。本
月8日，国会民主党人推出《警察执法
公正法案》草案。目前，民主党掌控的
众议院正在就此举行听证会，预期月
底前付诸表决。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
定于 17 日宣布共和党版本的警察执
法改革方案。

美国小规模抗议持续
特朗普签警察执法行政令

据新华社平壤 6 月 17 日电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
部发言人17日称，朝鲜将在金刚山
旅游区和开城工业园区重新部署军
队，并重启朝韩交界地区附近的各
种常规性军事训练。

朝中社援引该发言人的话报

道，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16日公开
了下一阶段“对敌军事行动计划”方
向，17 日根据军事行动计划具体审
核情况，公布此次军事行动计划的
内容。

此次军事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
包括在金刚山旅游区和开城工业园

区部署团级部队和必要的火力配
备、重新派遣并部署根据朝韩军事
协议而撤出“非军事区”的民警哨
所、重启朝韩交界地区附近的各种
常规军事训练以及为在边界地区向
韩国散发传单的朝鲜人民提供安全
保障等。

朝军方称将在朝韩边界地区重新部署军队

图为消防员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拉古南动物园开展消毒工作。6月17日，因疫情关闭的印度尼西亚拉古南动
物园开展消毒工作，为重新开放做准备。 新华社发

印尼一动物园开展消毒工作准备重新开放

6月16日，在意大利罗马附近的安圭拉腊萨巴齐亚，人们在布拉恰诺
湖边散步。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新冠疫情继
续好转，当天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的新冠患者人数比前一天减少30
人，降至177人，为3月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 新华社发

意新冠重症病例降至177例

新华社安卡拉6月 16日电
（记者郑思远 施洋）土耳其国防
部 16 日说，土耳其和俄罗斯军队
当天在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进行
第 17 次联合巡逻时遭遇炸弹爆
炸，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

土耳其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
体上发表声明说，根据土俄此前达
成的协议，双方沿叙利亚伊德利卜
M4 公路进行了第 17 次联合地面
巡逻。巡逻队执行任务时遭遇来
源不明爆炸物爆炸，巡逻车辆受到
轻微损坏，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

双方将根据协议内容，继续进行联
合巡逻。

今年 3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
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停火问题达
成协议。根据协议，从当地时间
3月6日零时起，叙利亚伊德利卜
省交战方结束战线上的所有军
事行动；将横贯伊德利卜的战略
要道 M4 公路南北两侧各 6 公里
范围内设为“安全走廊”；自 3 月
15 日起俄土双方沿公路进行联
合巡逻。

土俄联合巡逻队在叙利亚北部
遭遇炸弹爆炸

据新华社贝鲁特6月16日电
中国第 18 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
全体410名官兵16日被授予联合
国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任务期内
为维护黎巴嫩南部地区和平与
稳定做出的突出贡献。

当天，授勋仪式在位于黎巴
嫩南部辛尼亚村的中国维和部
队营区举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
时部队（联黎部队）司令德尔科
尔、中国驻黎巴嫩大使王克俭等
出席。

德尔科尔在致辞中高度赞扬
中国维和部队在维护黎巴嫩和平
事业中的出色表现。他说，中国
维和部队士气高昂、专业精湛、勇
于担当，完成的扫雷排爆、建筑施

工、医疗保障等任务为当地民众
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安全地行动
带来了希望，与他们建立起深厚
友谊。德尔科尔同时表达对中国
维和官兵奉献精神的敬佩，并致
以诚挚谢意。

中国第18批赴黎维和部队指
挥长高朝宁说，他们严格遵循联合
国宪章，高标准严要求执行各项任
务，始终热情饱满、兢兢业业，致力
于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大力量，
在海外维和战场展现良好的中国
军人形象。

中国第18批赴黎维和部队由
多功能工兵、建筑工兵、医疗三支
分队组成，自2019年5月底部署到
任务区。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官兵
被授予联合国勋章

●中国和科威特两军新冠防疫经
验交流视频会议16日召开，双方
就两军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
情况进行了交流。会议由中国人
民解放军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
持，科威特国防部卫生局、科威特
三军总医院相关官员和临床、检
测、防控等领域专家参会。

●巴基斯坦卫生部17日发布的
新冠疫情数据显示，该国过去24
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839例，累
计 154760 例；新增死亡病例
136例，累计2975例；累计治愈
58437例。

●摩尔多瓦16日宣布，提名该国
前外交部长图多尔·乌里扬诺夫斯
基参选世界贸易组织新一任总干
事。摩尔多瓦是第四个宣布提名
新总干事候选人的世贸组织成员。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日
数据显示，非洲累计新冠确诊病
例252544例，累计死亡6779
例，累计治愈114897例。

●德国联邦统计局16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德国5月份通货膨胀
率为0.6%，连续第三个月出现
下降。

●土耳其国防部17日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发表声明说，土耳其突
击部队已对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
人党武装发动代号为“虎爪行动”
的军事行动。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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