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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统计局17日发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第
二季度新西兰国内生产总值
（GDP）经季节调整后环比下降
12.2%，为有史以来最大季度降幅。

●哈萨克斯坦农业部17日发布
消息说，自本月9日起，在北哈萨
克斯坦州7个地区发现数种禽类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死亡。为防
止疫情扩散，哈农业部决定自17
日起暂停输出这些地区的活禽、
禽肉、禽蛋等一切禽类产品以及
曾用于屠宰切割禽类的设备, 同
时要求检疫部门密切监控疫情。

●因近期发生多起森林火灾，玻利
维亚临时总统阿涅斯日前宣布全
国将进入紧急状态，并迅速调动人
力和物资灭火救灾。玻利维亚东
部圣克鲁斯省森林地区和东北部
贝尼省亚马孙地区居民经常放火
烧荒，以维持土壤肥力，这是引起
大火的原因之一，人们广泛要求废
除2019年7月颁布的允许在拓荒
耕种时实行可控烧荒的法令。

●据乌干达官方17日公布的消
息，乌东北部莫罗托区一座监狱
16日发生囚犯大规模集体越狱
事件，有 219 名囚犯从监狱逃
脱，安全部队正在全力追捕。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
杰16日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发
表演讲时表示，他将于10月底之
前将权力移交给继任者。

●沙特阿拉伯文化部遗产委员会
16日宣布，考古学家在沙特北部
泰布克地区发现12万多年前的
古代人类和动物足迹，是迄今在
阿拉伯半岛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
类生命证据。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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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转让通知
1.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称“东方”）与关巍巍（身份证号码：22018119XXXXXX4412）签署的《资

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辽-2020-A-02-001），东方已将所享有的绥中天成电力铁路器材有限公司债权项下全部权益依法

转让给受让方关巍巍。关巍巍联系地址：吉林省九台市胡家乡周家村7组；电话：18733563456。

2.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称“东方”）与东凯（身份证号码：21142219XXXXXX0916）签署的《资

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辽-2020-A-04-001），东方已将所享有的沈阳陆正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债权项下全部权益依法转

让给受让方东凯。东凯联系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强工一街14-3号4-2-2；电话：18640412458。

3.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称“东方”）与谢云锋（身份证号码：21041119XXXXXX1814）签署的

《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辽-2020-A-03-001），东方已将所享有的沈阳意鸿厨房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债权项下全部权

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谢云锋。谢云锋联系地址：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临江路东段27号楼2单元101号；电话：13940112950。

现公告通知、要求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相关债务责任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分别向各债权受让方履行相应债权项下的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判决及裁定项下全部责任，如借款人、担保人、相关债务责任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并承担清算责任。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9月18日

遗失声明
▲满洪利警官证遗失，

警 号 ：2101182，特 此 声

明。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遗失合同专用章

一 枚 ， 编 号 （10）

1101081416393，特 此 声

明作废。

▲冯凯军警号 2101470

丢失，声明作废。

新华社莫斯科9月16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亚欧地区记者报道：亚欧
地区多个国家新冠疫情16日持续，俄
罗斯研制的新冠疫苗在白俄罗斯也
开始临床试验。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6日消息，
过去 24 小时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5670 例，累计确诊 1079519 例，累计
死亡 18917 例，累计治愈 890114 例。
俄新社 16 日援引消息人士信息报
道，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准备向印
度提供 1 亿支“卫星 V”新冠疫苗。
此前俄方还答应向墨西哥、委内瑞拉
等提供疫苗。

白俄罗斯卫生部16日发布的新
冠疫情数据显示，累计确诊74763例，
累计死亡767例。目前白俄罗斯也已
经开始对俄制新冠疫苗进行临床试
验。白卫生部15日说，白总理戈洛夫
琴科已试种“卫星V”疫苗，目前感觉
良好。

乌 克 兰 卫 生 部 16 日 报 告 ，乌
克兰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2958 例，
累 计 确 诊 162660 例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76 例，累计死亡 3340 例；新增治
愈病例 1514 例，累计治愈 72324 例。
其中新增死亡病例数和新增治愈

病例 数 均 为 疫 情 出 现 以 来 单 日
最高。

截至 16 日，哈萨克斯坦累计确

诊病例106984例，累计死亡1675例，
累计治愈 101267 例。据哈通社消
息，哈萨克斯坦自 15 日起开始流感
疫苗接种，哈卫生部长阿列克谢·措
伊是首批接种人员之一。措伊表
示，为防范新冠和流感疫情叠加，哈
萨克斯坦从俄罗斯采购 200 万剂流
感疫苗，并将今年流感疫苗接种时
间提前两周，医护人员、儿童、孕妇、
60 岁以上老人、有基础疾病人员将
免费接种。

根据格鲁吉亚政府防控新冠疫
情网站16日公布的数据，格鲁吉亚新
增确诊病例196例，创下单日新增病
例数新高，累计确诊2758例，累计治
愈1412例，累计死亡19例。

还有一些亚欧地区国家 16 日
更新了疫情数据：吉尔吉斯斯坦累
计确诊 45072 例，累计死亡 1063 例；
亚美尼亚累计确诊 46376 例，累计
死亡 923 例；乌兹别克斯坦累计确
诊 48776 例，累计死亡 405 例；塔吉
克斯坦累计确诊 9129 例，累计死亡
73例。

俄新冠疫苗在白俄罗斯临床试验

图为一名店员（左）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一家糖果店与顾客交谈。 新华社发

上图为9月15日，在黎巴嫩南
部辛尼亚村的扫雷训练场，中国扫
雷官兵准备进行考核。

下图为9月16日，在黎巴嫩南
部辛尼亚村的扫雷训练场，一名中
国维和人员测量未爆弹尺寸。

经过连续 3 天考核，中国第 19
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9
月 16 日通过了联合国地雷行动中
心的资质认证。这是中国军队自
2006年赴黎执行维和任务以来，首
次同时获得军事扫雷与人道主义扫
雷两种资质。

新华社发

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官兵
通过两种扫雷资质认证

印控克什米尔阿嫩德纳格今年核桃大丰收。图为9月16日，村民在晾
晒核桃。 新华社发

核桃丰收

9月16日，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名摩的司机载客出行。
自乌干达7月27日恢复摩托车载客（摩的）服务以来，不断有新的摩的

司机在经过注册培训后加入网约摩托车队伍，为疫情下民众的交通出行提
供了便利。 新华社发

乌干达：
网约摩托车为出行提供便利

新华社堪培拉 9 月 17 日电
（记者岳东兴 白旭） 澳大利亚知
名经济学家彼得·德赖斯代尔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
投资对当地发挥积极作用。他呼吁
澳政府纠正近期不断收紧外资监管
政策的趋势。

德赖斯代尔说，中国是全球外
国直接投资最大来源国之一，对澳
大利亚投资直接贡献于提升收入和
促进生产力，符合澳大利亚需求。

这位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对澳
大利亚直接投资有所下降，是受到多
重因素影响，特别是大宗商品价格回
落导致澳大利亚资源行业投资吸引

力下降，以及澳大利亚外资监管环境
变化给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

中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
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

《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公报》显示，2019 年中国流向大洋
洲的投资同比下降 6.3%。澳大利
亚国立大学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中
国对澳大利亚直接投资近三年呈现
下降趋势。

德赖斯代尔表示，澳大利亚近年
来针对外国投资的监管政策呈现出
限制性越来越强的趋势，这种做法
值得商榷。“纠正这一趋势是（改善）
澳中双边关系的一个当务之急。”

澳专家称赞中国投资的积极作用

新华社日内瓦 9 月 16 日电
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日前发布的报
告显示，由于不少国家采取暂停或
推迟征收抗疫物资关税、简化报关
手续等措施，今年上半年全球医疗
用品贸易大幅增长。

在对 41 个国家的医疗用品贸
易数据进行初步统计分析后，报告

估算，今年上半年全球医疗用品贸
易增长37.8%。

报告还说，新冠疫情期间，以远
程医疗为代表的新型医疗服务贸易
打破了传统医疗产业的地域限制，获
得较快发展。报告认为，随着部分国
家扩大医疗用品出口，全球医疗用
品供应紧张局面将进一步缓解。

世贸组织报告显示
全球医疗用品贸易大幅增长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9月16
日电（记者荆晶） 南非总统拉马
福萨 16 日宣布，南非将从 20 日起
进一步放松疫情防控措施，将“封
城”等级下调至最低级，并将从 10
月 1 日起恢复往返疫情低风险国
家的国际航班。

拉马福萨当晚发表电视讲话
说，自新冠疫情在南非暴发以来，已
有超过 65 万人感染，约 1.5 万人丧
生。两个月前南非经历了疫情高
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高达约1.2万
例，现在日增确诊病例已降至2000

例以下，治愈率达到89%。
他表示，南非政府决定从20日

起下调“封城”等级至一级，即最低
级。南非将有条件地恢复社交、宗
教以及政治集会，并缩短宵禁时间。

拉马福萨说，南非将从 10 月 1
日起恢复往返疫情低风险国家的国
际航班。乘客入境南非时须出示出
发前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
证明，否则需进行自费隔离。所有
入境乘客须接受健康检查，有症状
乘客将被隔离。乘客还须在手机内
安装疫情追踪软件。

南非下调“封城”等级
将恢复部分国际航班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6日
电（记者李骥志 彭立军）欧盟委
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6 日在欧洲议
会发表“盟情咨文”，提议到2030年
时欧盟温室气体排放要比 1990 年
减少55%甚至更多。此前欧盟设定
的减排目标是40%。

这是冯德莱恩上任以来的首份
年度“盟情咨文”。她表示，实施更

严格的减排计划将使欧盟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履行《巴黎协定》
规定的减排义务。按计划，欧洲议
会将于今年 10 月就欧盟委员会的

“气候法草案”投票表决，以立法的
形式规定各成员国减排义务。冯德
莱恩说，截至明年夏天，欧委会将修
订欧盟所有的气候和能源立法，使
其与减排55%的目标相适应。

欧委会提议将2030年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提高至55%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6日电
（记者谭晶晶）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
务部和国防部16日发布两份文件，
公布美国政府新冠疫苗分配战略。
该战略旨在尽快向美国公众提供安
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发表
声明说，这份战略提及了美国政府新
冠疫苗计划的4项任务，分别是与各
州、地方伙伴及公众等沟通新冠疫苗
相关信息，增强他们对疫苗的信心；
在疫苗获批后尽快以透明、分阶段方
式分发；确保疫苗的安全管理及注射
用品供应；通过信息技术系统监控疫
苗分发、使用等相关数据。

美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亚历

克斯·阿扎表示，作为美国“曲速行
动”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数月来一
直在做各种准备工作，以确保新冠
疫苗在达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标准后能第一时间分发和使用。

5月中旬，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一项名为“曲速行动”的攻关计划，
以加速新冠疫苗、药物、检测等方面
的科研。目前，已有多款候选新冠
疫苗在美国启动3期临床试验。

声明还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已于8月与美国医药批发企
业麦克森公司就新冠疫苗在全美各
地的分发签订协议，国防部将为疫
苗分发提供后勤等保障。美疾控中
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介绍，在

决定如何分配最初的有限数量疫
苗、确保在明年1月前生产出超过1
亿剂疫苗等方面，疾控中心将发挥
重要作用。

雷德菲尔德当天还在美国国会
一场听证会上说，新冠疫苗可能会
在今年11月至12月间开始接种，但
供应量将非常有限，他们将安排接
种顺序。美国公众能普遍接种新
冠疫苗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二季度
末或第三季度。他还表示，即便新
冠疫苗面世，待有足够多的人完成
接种并建立起免疫力也需要6至9
个月时间。在此之前，公众需继续
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防
疫措施。

美国政府公布新冠疫苗分配战略

据新华社喀土穆 9 月 16 日电
（记者马意翀） 苏丹官员 16 日宣布，
苏丹军警部门日前捣毁一个恐怖组
织，抓获该组织 41 名成员，并在其多
个窝点查获大量爆炸物。

苏丹检察官塔杰·希伯当天在首
都喀土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军
警部门在日前实施的抓捕行动中抓
获该恐怖组织 41 名成员，并在其多
个窝点查获大量爆炸物，这些爆炸物
对苏丹及其周边国家构成潜在安全
威胁。目前，抓捕行动及调查工作仍
在进行。

苏丹捣毁
一恐怖组织
查获大量爆炸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