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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下列资产项目
进行处置：

1.东港市锦江食品开发有限公
司债权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1866.94万元,本金
为 1550.00 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
省丹东市东港市，该债权由张忠诚、
秦美娟提供担保（以东港市锦江食
品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东港市
十字街镇宏天村的工业土地7653.6
平 方 米 ，工 业 房 产 6710.44 平 方
米设置抵质押）。

2.东港市泰琨精铸有限公司债
权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
债权总额为 1668.65 万元,本金为
1385.00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丹
东市东港市，该债权由刘春梅、刘春
运、赵文庆提供担保（以东港市泰琨
精铸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东港市菩
萨庙镇徐家堡村徐家屯组的工业土

地12780.72平方米、工业房产6433.32
平方米设置抵质押）。

3.黑山县富洪粮食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1965.93万元,本金
为 1600.00 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
省锦州市黑山县，该债权由辽宁富
洪商务宾馆有限公司、许兰芳、许洪
臣提供担保〔以许洪臣所有的黑山
镇一街中大中路 189 号金鼎御锦城
二期A座门市由北向南向东第二十
三户、二十四户(一至三层） 设置抵
质押〕。

4.黑山县立义粮食贸易有限公
司债权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1833.20万元,本金
为 1490.00 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
省锦州市黑山县，该债权由张立斌、
陶贺秋、李金艳、李宇韬提供担保

〔以李金艳、李宇韬所有的位于黑山
镇一街中大中路 189 号金鼎御锦城

二期E座门市35、36、37、39号（一至
二层），面积575.99平方米；张立斌、
陶贺秋所有的位于黑山镇一街中大
中路 189 号金鼎御锦城二期 B 座门
市 25 号（一至三层），面积 890.56 平
方米设置抵质押〕。

5.锦州圣恒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债权项目。截至2020 年 8 月 31 日，
该债权总额为 2989.12 万元,本金为
2400.00 万元。债务人位于锦州市
义县，该债权由程春林、刘忠梅、齐
振国、孙秀玲提供担保（以锦州圣恒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义县
七 里 河 镇 七 里 河 村 的 工 业 土 地
50168 平方米，工业房产 6620.76 平
方米；齐振国、孙秀玲所有的位于义
县义州镇站前街舒馨花苑 18 号门
市楼西 16 号，房产面积 961.84 平方
米，土地面积 541.13 平方米设置抵
质押）。

6.营口市四方金属管业有限公

司债权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2659.82万元,本金
为 2099.96 万元。债务人位于营口
市，该债权由营口市四方管件有限
公司、陈万金、丁春兰、丁吉福、焦秋
菊提供担保（以营口市四方金属管
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营口市西市
区世纪路南 11 号的工业土地 29824
平方米，工业房产9656.93平方米设
置抵质押）。

7.营口中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债权项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该债权总额为 1435.69 万元,本金为
1109.97万元。债务人位于营口市，
该债权由营口国华石化有限公司、
于斌、刘波、何军、蔡芳提供担保（以
营口中信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所有的
8259吨燃料油设置抵质押）。

8.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帛煤
炭有限公司债权项目。截至2020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1217.55 万

元,本金为989.00万元。债务人位于
营口市，该债权由马双、纪维库、张
艳敏、张天政、张锦、马勇提供担保
（以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帛煤炭
有限公司所有的 7506 吨燃料油 设
置抵质押）。

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
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
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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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天
(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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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经理,徐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18

024-22518981
电子邮件：huangyingwei@cinda.

com.cn,xuw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

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
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24-22518961

024-2251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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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债转股资产进行处置，
我公司持股金额为29138万元，持股比例为42.99%。具体
情况如下：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6
月26日，注册资本67772万元，注册地址为沈阳市沈河区
万柳塘路38号，法定代表人董晓波，公司经营范围为汽车
零部件销售、产业投资（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
批准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汽车零部件技术开发，房屋
租赁。营业期限：自2003年6月26日至2053年6月25日。
该公司主导产品为海狮轻型客车、各种轻车型前后桥总
成、扭杆、车轮总成、车轮轮胎总成、压盘总成、离合器总
成、纵梁和燃油箱等上百个品种。

欲了解股权资产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产权交易所转让、协议转让或其他处置
方式。

交易对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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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意并配合转让方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审批
及征求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行使
优先权等手续。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9月11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20个工作日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股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上述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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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债转股协议、股权转
让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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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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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

对营口和泰供热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债权总额为 10097.94 万元,本金为
8290.00万元。债务人位于营口市熊岳镇，该债权由朱
廷芳、于英华、张居正、乔艳凤提供担保（以营口和泰
供热有限公司所有的供暖外网、锅炉；营口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禾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营口融生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5500万股股权；营口和泰供热有限公司
所有的供暖收费权设置抵质押）。其他相关情况无。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
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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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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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经理,徐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18,024-22518981
电子邮件：huangyingwei@cinda.com.cn

xuw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

层601-620室、七层局部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024-

22518961；024-2251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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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大连软件职业学院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2100007887500177，声明作废。
▲大连软件职业学院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丢失，教民121020010000048号，声明作废。
▲大连市沙河口区建筑行业协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副本（社证字第2102041000000）丢失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多国人士予以积
极评价，认为讲话体现了中国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全世界树立了典
范。中国在团结抗疫的同时，积极为
其他国家提供帮助，推动国际社会合
作抗疫，展现了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
事业尽责的大国担当，彰显了中国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沙特阿拉伯智库研究与知识交流
中心研究员海赛姆·赛义德说，中国表
彰抗疫模范和先进，体现了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给国际社会做出了好榜
样。在抗疫关键时期，中国人民团结

一致，医护人员舍生忘死，努力保护生
命，并为国际社会抗疫提供帮助，共同
应对危机，这很好地体现了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

科威特传染病学家加尼姆·希贾兰
表示，中国向世界多个国家派遣医疗
队、专家组或提供各种形式的国际医疗
援助，帮助他国走出困境，这说明中国
一直在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体现出维护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大国担当。

埃及议会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埃萨
姆·盖迪说，中国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当作头等大事，采取了严格的
防控措施，迅速、有效地控制了病毒传
播。中国人民清楚了解疫情情况并严
格遵守防控措施。中国的经验值得世
界各国学习。

以色列特拉维夫舍巴医疗中心旅
游医药和热带疾病中心主任埃亚尔·
莱什姆说，中国面对疫情采取非常有
力的措施，为世界其他国家应对疫情
提供了借鉴。

亚美尼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本雅明·波戈相表示，习近平主席
的重要讲话彰显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和大国担当，为
全球战胜疫情增添了信心。中国在抗
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取得了令世人瞩
目的重大战略成果，体现出中国政府的
务实高效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一致。

坦桑尼亚时事评论员弗朗西斯·塞
姆温扎说，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快
速、有效地遏制疫情在国内蔓延，保障人
民生命安全，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防控

疫情的坚定决心和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专家毛里西奥·桑托罗说，中国政府
始终秉持“天下一家”理念，以捐赠医
疗物资、派遣医疗专家组等实际行动
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并在病毒研
究、疫苗研发等方面积极分享成果，展
现了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国
担当。

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
植说，应对新冠疫情，一要做好防疫，
二要恢复经济，中国在这两方面都交
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单。在防疫方
面，中国采取迅速、积极的措施系统构
建了有效的应对体系。在经济方面，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
济形势好转，恢复速度之快令人惊叹。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团结合作展现大国担当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9日电（记
者谭晶晶）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
协会联合发表的最新报告显示，自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已有超过50万
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且近期儿

童感染病例数快速增加。
这份报告统计了美国各地公布的

儿童新冠感染数据。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3 日，美国共报告 513415 例儿童
新冠确诊病例，约占所有统计新冠确

诊病例年龄的地区报告病例总数的
9.8%，每10万名儿童中约有680人感
染；而在 8 月 20 日至 9 月 3 日的两周
内，美国儿童感染病例从442785例增
至513415例，增长了7万余例，增幅为

16%。有9个州儿童新冠确诊病例数
超过1.5万例。

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定不尽
相同，其中超过30个州将儿童年龄界
定为0至19岁。

美国已有超过50万儿童感染新冠病毒

9月8日，斯里兰卡区域合作国务部部长巴拉苏里亚（左四）参访科伦
坡港口城项目。科伦坡港口城是斯里兰卡迄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项
目。巴拉苏里亚表示，中国的投资将改变斯里兰卡的面貌，斯政府非常欢
迎中国投资并将加快斯中重大合作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建设。 新华社发

斯里兰卡愿加快
斯中重大合作项目建设

9月9日，人们在美国纽
约哈德逊广场的室外广场上
休闲。为避免疫情传播，广场
管理者在空地上划出方格，提
醒人们保持社交距离。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9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
间9日16时28分（北京时间10
日4时28分），美国累计新冠
死亡病例190478例，累计确诊
病例6351623例。数据显示，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最多
的州是纽约州，为33013例。

新华社记者 王 迎 摄

纽约：
保持社交距离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
交部 10 日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
成立 75 周年立场文件》，就联合
国作用、国际形势、可持续发展、
抗疫合作等问题阐述中方立场和
主张。

立场文件指出，国际社会应以
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为重要契

机，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成果，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
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发布关于联合国
成立75周年的立场文件

据新华社贝鲁特9月10日电
（记者李良勇）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港口区一处仓库 10 日发生火灾，
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据当地媒体报道，火灾发生在
当地时间13时30分左右。黎军方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表声明说，起

火地点为港口免税区内存放轮胎
和油料的仓库。

事发后，黎民防和消防部门迅
速赶往现场救火。同时，一些医护
人员也赶到现场。军方封锁周边
区域，要求民众远离现场，以确保
自身安全和避免干扰救援行动。

贝鲁特港口区仓库发生火灾

据新华社达喀尔9月10日电
（记者邢建桥） 巴马科消息：马里
国防和退伍军人部10日发表新闻
公报说，一队执行巡逻任务的马里

士兵9日在该国中部塞古地区遭遇
袭击，3名士兵死亡、5名士兵失踪。

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或个人
声称制造了这四起袭击事件。

3名马里士兵遇袭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