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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公告
经辽宁美泰社区建设有限公司与鞍山

市泰圣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

辽宁美泰社区建设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鞍山

市泰圣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合并后辽宁美

泰社区建设有限公司存续，鞍山市泰圣房屋

开发有限公司解散注销。合并前辽宁美泰

社区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157万元，实收

资本7157万元；鞍山市泰圣房屋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1304万元，实收资本 1304万元；

合并后存续的辽宁美泰社区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变为 1304 万元，实收资本 1304 万

元。合并后的债权、债务、业务、人员，均由

辽宁美泰社区建设有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各方公司

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鞍山市泰圣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人：姜镕洙

电话：0412-2926566

辽宁美泰社区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松寒

电话：0412-6890001

2020年7月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对抚顺天宇永久房
地产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年 7月 3日，债权总额 85277.69万元，其中本金 28096.55万元，利
息18432.15万元，财务顾问费645万元，违约金38103.99万元（上述金
额按合同约定计算，如按 24%/年利率计算，利息 38638.75万元，债权
总额66735.3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和质押，抵押物为在建工
程、房产、土地使用权；保证人李刚、李坤、李强、王利波、郑广越、宫鹏；
质押物为清原满族自治县永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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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和解或其他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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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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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7日

封路通告
因桥梁改建施工需要，经交通主管部门批

准，现定于2020年7月10日至2020年10月31日

对 S319 辽小线绕阳河 1 号桥、绕阳河 2 号桥

K20+300-K21+770 路段进行全幅封闭施工。

请过往车辆遵照现场安设的交通标志、沿绕行

路线安全行驶。

辽宁省锦州路政执法队黑山大队

黑山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黑山县公路管理段

2020年7月7日

封路通告
因绥珠线（G306）黑水河大桥危桥维修加固

工程施工需要，现予以道路封闭。

封闭路段：绥珠线黑水河大桥 K42+712-

K43+115全封闭施工。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

行。

绕行路线：黑水河大桥东侧临时便道通行。

封闭时限为2020年7月8日-9月10日。

绥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业保障中心

2020年7月7日 关于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的通知
建昌通信分公司劳动服务公司全体职工：

企业定于2020年7月14日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审议并表决
《改革实施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等事宜，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0年7月14日上午10点0分
二、会议地点：建昌联通公司四楼会议室
三、参会人员：全体在职职工（不包括劳务派遣人员和退休

人员及退休返聘人员）
四、相关要求：1.参会人员不得无故迟到、早退、请假；2.参

会人员必须持居民身份证原件参加会议，不得委托他人代理；
3.参会人员会议前需将手机关机，不得拍照录音录像；4.会议
期间遵守大会纪律，不得随意发言及随意走动。

建昌通信分公司劳动服务公司 2020年7月7日

寻人启事
母亲吴玉冰寻找失去联系的儿子邱恩宝，联系电话：13130217689。

声 明
钟 国 祯 ，身 份 证 号 ：21010619XXXXXX4939；林 权 证 号 ：

02101811819G2DYMSY0280，坐落：后长岗子村。王淑荷，身份证号：

21010519XXXXXX4925；林权证号：0210181805G2DYMSY0233，

坐落：牛营子村。刘金铭，身份证号：21011219XXXXXX1811；林权

证号：02101811301G2DYMST0035，坐落：孙屯村。栗爱华，身份证

号：21010519XXXXXX3124；林权证号：02101811114G2DYM-

SY0084，坐落：兴隆山村。以上4人林权证均已交给我公司进行

变更登记，现证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辽宁绿丰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序号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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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计

所在地

盘锦

盘锦

盘锦

盘锦

债务人名称

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

盘锦远孚化工有限公司

盘锦聚鑫生化工有限公司

本息合计

845,592,989.89

1,047,833,674.17

863,320,793.04

279,824,330.80

3,036,571,787.90

本金余额

759,222,136.89

907,710,249.99

739,671,314.75

249,999,999.00

2,656,603,700.63

利息（重组宽限补偿金）

86,370,853.00

140,123,424.18

123,649,478.29

29,824,331.80

379,968,087.27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人

张克勇、马丹

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盘锦远孚化工有
限公司、张克勇、马丹

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克勇

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司，张克勇、马丹、王英
正、邱晓波

抵押人
盘锦鑫诚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盘锦和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辽

宁和运合成橡胶研究院有限公司、张克勇、马丹、张克智

盘锦辽滨金帛湾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盘锦和运新材料有限公
司、盘锦远孚化工有限公司、盘锦晋祥化工有限公司

无

无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辽
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7日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合同编号：辽宁Y06200010-1），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已将其依法享有的对下

表中的借款人、抵押人和担保人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依法
转让给辽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
中交易基准日（即2019年8月15日）的规定,本公告所示
利息为截至该基准日所计算的利息数额。债务人实际应

支付的利息数额应计算至其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止，
不以交易基准日利息为限。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辽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

辽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作为资产受让方，现公
告要求下列清单中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辽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
本付息义务。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与辽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辽宁海拓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债权转让明细表
基准日：2019年8月15日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据新华社开罗 7 月 5 日电
（记者李碧念） 中国外交部援助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抗疫物资
交接仪式 5 日在位于埃及首都开
罗的阿盟总部举行，中国驻埃及
大使廖力强代表中国外交部向阿
盟副秘书长胡萨姆·扎基移交了
防护口罩。

廖力强在致辞中表示，自新冠

疫情暴发以来，中方对阿拉伯国家
遭受的疫情冲击感同身受，向阿拉
伯国家援助了大量物资，毫无保留
地向阿拉伯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和
技术，同 21 个阿拉伯国家举办了
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向8个阿拉伯
国家派遣了医疗组，同时协助阿拉
伯国家在中国采购抗疫物资，支持
阿拉伯国家有序复工复产。

中国外交部援助阿盟
抗疫物资交接仪式在开罗举行

美国将买下瑞德西韦未
来3个月几乎全部产量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7月1日报
道，美国将购买吉利德公司预计在未
来3个月生产的几乎全部的新冠肺炎
治疗药物瑞德西韦。

美国卫生部宣布，它已同意购买
50 万剂瑞德西韦以供美国医院使
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秘书亚历克
斯·阿扎尔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
总统已经达成了一项惊人的协议，以
确保美国人能够获得这一治疗新冠肺
炎的首个授权疗法。”

据悉，在美国，使用瑞德西韦治疗
新冠肺炎的一个疗程费用为 2340 美
元。试验表明，瑞德西韦能够缩短新
冠肺炎患者的恢复时间，但目前尚不
清楚能否提高存活率。

斐济清零后再现新病例
南太平洋岛国斐济新冠疫情出现

反复，该国卫生部6 日报告一例新冠
确诊病例，这是该国自6月5日全国病
例清零后再次出现新病例。目前斐济
仍未完全解除相关边境管制及旅游限
制，并仍然保持自3月30日以来实行
的全国宵禁措施。

澳大利亚拟动用军队封
锁两州边界

由于近期新冠确诊病例激增，澳大
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6日宣布，从7日
起关闭维多利亚州与新南威尔士州边
界，且将动用军队协助。维多利亚州6
日报告，过去24小时州内新增病例127
例，全国累计死亡人数从而达到106人。

路透社报道，这是澳大利亚两个人
口最多的州100年来首次关闭边界，上
次关闭是1919年流感全球大流行期间。

中东多国疫情出现反弹
近来中东地区多国新冠疫情出现

反弹，一些国家 5 日报告的新增病例
数显著上升。以色列卫生部5日晚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 926 例，累计确诊
29958例；累计死亡331例。

全球数据
世界卫生组织：截至欧洲中部时

间5日10时（北京时间5日16时），全
球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较 前 一 日 增 加
203836 例，达到 11125245 例；死亡病
例 较 前 一 日 增 加 5195 例 ，达 到

528204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截至

北京时间 6 日 7 时 37 分，全球新冠确
诊病例达 11367743 例，死亡病例为
532691 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
的国家，确诊病例达2874817例，死亡
病例为129871例。

全球新增病例数连续两天过20万
全球疫情简报 JIANBAO

7月5日，南非国防军军医抵达东开普省伊丽莎白港机场。
南非政府派遣50多名国防军军医前往东开普省协助抗疫。南非军方表示，该部署是应东开普省政府的要求，未来将

会有更多军医被派遣到疫情严重地区工作。南非5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8773例，累计确诊196750例。 新华社发

7月6日，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德波的一所大学，一名考生佩戴口
罩参加考试。当日，印尼国家公立大学入学考试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考试
分两期举行，时间为7月5日至7月14日和7月20日至7月29日，采用电
脑考试的形式。受疫情影响，参加此次考试的考生将佩戴口罩并测量体
温，体温超过37.5°的考生将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新华社发

印尼：疫情中的“高考”

新华社旧金山 7 月 5 日电
（记者吴晓凌） 当地时间 5 日下
午，两架飞机在美国爱达荷州相
撞，救援人员已找到两名遇难者的
遗体，其余 6 名机上人员下落不
明，但据推测已全部丧生。

爱达荷州库特内县警方说，两

架飞机相撞后坠入科达伦湖。
美国联邦航空局对媒体说，该

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
在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

两架飞机中一架为塞斯纳
206 轻型飞机，另一架型号尚待
确认。

美国两架飞机相撞数人丧生

（上接第一版)
孙一笑告诉记者，在老师张玉军、

李春生的指导帮助下，目前，公司除了
提供网站开发、程序运营等技术服务
外，还依托辽宁科技大学科研力量，着
手虚拟现实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准
备建立一个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我们
公司服务好、技术强。有了老师的支
持，信心更足了。”

记者了解到，我省高校已建立了

92个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这些
基地通过提供创业指导、场地支持等
服务，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土沃风和，各种奇思妙想、创新创
意点子被大学生转化为充满活力的创
业活动。

在助力家乡发展中实现创业，沈
阳城市学院法学专业毕业生张麟祺创
立了“康庄丰粮”品牌，宣传家乡康平
县的文化和农副产品。目前，她注册

的公司已开发了 3 个产品，其中主打
产品黑小麦面已经在第五届辽宁出口
食品农产品展示洽谈会、第七届沈阳
（康平）卧龙湖大辽文化冬捕节上亮
相。这是张麟祺在校期间的第二个创
业项目，此前，她和8名同学曾经共同
创建了二手货交换平台项目，得到了
学校老师的全程指导。

主动融入新产业、新业态，沈阳
城市学院新闻学专业毕业生张鑫抓

住网络直播火热的商机，选择做一
名“网红”经纪人。张鑫运用自己学
到的新媒体知识和曾经参与网上推
广的经验，根据每名主播的特点进
行定制化培训和包装，并进行直播
项目的推进管理。目前，张鑫已经
成为近百名美食主播、游戏主播、带
货主播的经纪人，在帮助他们兼职
创业的同时，自己也实现了初步的
创业回报。

创业 唱响无悔青春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7月6日
电（记者陈文仙 尚昊） 以色列
国防部6日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
以色列成功发射一颗新一代侦察
卫星，该卫星已经开始在绕地球的
太空轨道运行。

当地时间6日凌晨4时，以色
列国防部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
公司在位于该国中部的帕勒马希
姆空军基地使用“沙维特”运载火
箭成功发射一颗名为“奥费克16”
的新一代侦察卫星。

以色列成功发射一颗侦察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