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关于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该公司3525万股股份，股权占比5.2%，现拟向境内
(外)合格投资者转让出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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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董晓波，公司业
务范围汽车零部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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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主导产品是为华
晨金杯公司生产的海狮轻型客车和沈阳金杯车辆公司生
产的轻型卡车配套的产品。公司主要产品有各种轻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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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客）和燃油箱等共计 9 大类上百个品
种。

该股权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投资者应具备的条件：1.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
付能力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限制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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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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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经理 胡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17 024-22518976
电子邮件：zhaodonghui@cinda.com.cn

huwe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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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沈阳天鼎旅游汽车客运

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证遗失，
辽交运管 沈 字 21101155
号，车牌号辽 ACD110，经
营 许 可 证 号 ： 沈
210100100087，特此声明。

注销声明
沈阳恒通置业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100088954051F，经 公 司

股东研究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来本公司申报债权。本公

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

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

程序注销，特此声明。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彩塔

街66-8号200室

联系人：李坤

联系电话：13322453666

沈阳恒通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12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与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于 2020 年 11 月 2 日签订了债权转让协
议（合同编号辽宁 Y0618003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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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中的借款人、抵
押人和担保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本溪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相应
的抵押合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和
义务，依法转让给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根据债权转让协议中交易基准日

（即 2020年 6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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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

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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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旺实业
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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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6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1

2

债务人
辽宁坤泰展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本溪展望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债权本息总额

229,370,716.95

122,025,695.50

本金余额

199,372,966.95

109,648,531.30

欠息

29,997,750.00

12,377,164.20

备注

全部数据以
法院最终判
决为准

注：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作为标的债权一并转让。

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为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公司，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3018.44万股股份，股份占比5.72%，
现拟向境内(外)合格投资者转让全部股份。

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2789.87万元，属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行业，企业地址本溪市平山区北台镇，经营范围球墨铸铁管及配套管
件制造、销售、安装，工商登记状态：存续。

该股权资产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投资者应具备的条件：1.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支付能力的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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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
权等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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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经理 黄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17 024-22518973
电子邮件：zhaodonghui@cinda.com.cn huangh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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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本溪北台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资产的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庄河市明珠湖建设有
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该债权总额为 8310.13万元,本
金为6000.00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该债权由庄河明珠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大连三霖集团有限公司、于君提供担保，以庄河市明珠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土地设置抵押。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大连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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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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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
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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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经理 张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 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hjing@cinda.com.cn zhanglong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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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大连泓喜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0453.77万元,本
金为8477.88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该债权由刘杨、赵丽雪提供保证
担保，以大连泓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大连丰基食品有限公司名下设备以及刘
杨、赵丽雪、赵红月、南忠军、胡勇、杨健、徐宝春名下房产设置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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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
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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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经理 张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 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hjing@cinda.com.cn zhanglong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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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记
者成欣）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0
日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以下简称“峰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峰会结束后，外交部
副部长乐玉成接受人民日报社、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日报社等
媒体采访，介绍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

乐玉成表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圆满结
束。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根据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建议，上合
组织成员国决定本次峰会以视频方式
举行。习近平主席同其他7个成员国
和4 个观察员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
秘书长等应邀出席会议。成员国领导
人签署并发表峰会宣言，发表关于共
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关于第二次世
界大战胜利75周年、关于打击利用互
联网传播“三股势力”思想、关于保障
国际信息安全、关于应对毒品威胁、关
于开展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等 6 份声
明，还批准涉及医疗卫生、地方发展、
对外交往等领域多个合作文件。

当前，全球大灾疫和百年大变局
叠加交织，国际和地区形势复杂深刻
演变。上合组织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
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上合组织成功
举行视频峰会并取得丰硕成果，意义
重大，影响深远。

乐玉成表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着眼当前形势和上合组织长远发展，
发表了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
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讲话，首次在上合组织框架
内提出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

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
的重大倡议。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瓴，放眼未来，提出了促进上合
组织发展的“中国方案”，丰富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为上合组织
下阶段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领袖
风范，获得各方热烈反响和积极回应。

俄方作为轮值主席国，为此次峰会
顺利举行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围绕疫
情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上合组织合作的优
先任务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深入探讨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同
促进安全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凝聚了
重要共识，规划了具体合作，指明了上
合组织下一步发展方向，将对地区及
世界和平发展产生重要积极影响。

一是坚定了各方团结抗疫的信心
决心。病毒肆虐全球，疫情不断反
复。国际社会只有坚持生命至上、人
民至上，团结一致抗击疫情，才能有效
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为此，习近平主席强调病毒不分国界，
团结合作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全力挽救生命是当务之急，倡议加强
地区联防联控，设立成员国疾控中心
间热线联系，继续办好本组织传统医
学论坛，承诺愿积极考虑本组织国家
疫苗需求。根据中方倡议，峰会专门
发表关于应对疫情的声明，着重指出
各方将弘扬“上海精神”，相互支持抗
击疫情；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合力
巩固世界卫生体系，提升世界卫生组
织潜力，保护人民生命健康。这些都
是成员国基于共同抗疫需要达成的政

治共识和合作举措，为维护地区公共
卫生安全贡献了“上合智慧”，为推进
国际抗疫合作提出了“上合主张”。

二是明确了上合组织面向未来
的使命担当。习近平主席洞察世界
大势，指出各方要深化团结协作，为
地区国家稳定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为国际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更多实践探索。峰会宣言重申，推
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共同理念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强调上合组织作为当今国际关
系体系中有影响力和负责任的参与
者，将继续为维护和平与安全作出贡
献。实践证明，成员国坚定遵循“上
海精神”，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上合
组织命运共同体，符合各方根本和长
远利益，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此次峰会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就是
上合组织将肩负时代重任，承担各方
重托，增进团结互信，深化各领域合
作，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各国发展
繁荣作出不懈努力。

三是指明了深化本组织合作的
优先方向。上合组织面临新形势和
新任务，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规划各领域合作，推出重点项目，提
升合作水平。习近平主席就深化本
组织安全、经济、人文等重点领域合
作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包括倡导各
国遵循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欢迎各方参与中方发起的“全
球数据安全倡议”；深化共建“一带一
路”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区域合作倡议
对接，推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人工

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支持教
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妇女等领
域交流合作，促进文明互学互鉴，使
本组织合作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峰
会发表的宣言和有关声明集中阐述
了各国领导人对开展相关领域合作
的共同立场，还批准通过了未来5 年
行动计划等文件，为本组织各领域合
作作出了具体部署和规划。

四是巩固了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
共识。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下
一个75年，如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如何更好地实现各国发展繁
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课题。
习近平主席倡议各方要以史为鉴，以
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
理、维护国际秩序；要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倡导全球事务由各国一起商
量着办，治理体系由大家携手建设，发
展成果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成员国
领导人在宣言和二战胜利 75 周年声
明中阐明一致立场，呼吁构建更具代
表性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建立平
等伙伴关系；主张坚定支持联合国发
挥应有作用，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与安全。我们相信，上合组织将坚守
多边主义的人间正道，顺应和平发展
的世界潮流，为人类发展进步事业作
出更大贡献。

乐玉成说，上合组织成立 19 年
来，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成功
探索出一条新型区域组织的合作与发
展道路。当前形势下，上合组织在维
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各国发展繁荣
方面肩负着更加重要的使命。

凝聚重要共识 规划具体合作
——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展现大国领导人历史担当和领袖风范

美国多个州农业官员证实，今年
8月以来，超过1.5万只貂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后死亡。政府部门正在调查，
对十多家养貂场实施隔离检疫。

犹他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
发现新冠病毒致死养殖貂病例。

犹他州8月最先确认貂感染新
冠病毒。州政府兽医官迪安·泰勒
说，9 家养殖场大约 10700 只貂死
亡。他说，迄今调查显示，所有9家

养殖场感染病例都是单向传播，由
人传给貂。

路透社报道，美国有大约36万
只种貂，去年产貂皮270万件。威斯
康星是全美养貂业规模最大的州，
其次是犹他州。

犹他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
不打算扑杀养殖貂，将密切关注丹
麦关联养貂场的疫情进展。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正在

协助三州政府调查，包括检测动物
和相关人员。调查将帮助研究人员
了解貂、养殖场周边动物和人之间
病毒传播情况。这一机构说，眼下
没有证据显示动物在新冠病毒传播
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美国圣祖德儿
童研究医院病毒学家理查德·韦比
看来，如果貂感染病例发现得早，且
后续得到强有力监控，应该可以阻
止疫情蔓延。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1.5万只貂死于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10 日电

美国国务院10日同意向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出售50架F-35战斗机等装备，并
正式将这一军售计划通知国会。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一份声
明中公布了这份总价超过230亿美元
的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向阿联酋出售
50架F-35战机、18架MQ-9B无人机
以及各类武器弹药。声明称军售计划
是对美阿两国关系深化的认可。

美同意向阿联酋
出售F-35战机

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
定。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
系，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又
一重要立法，体现了中央对香港整体利益的高度负责和对
香港市民切身利益的最大关爱。这一重要决定，对确保香
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架构中从政者履行对国家和特别行政区
效忠的宪制责任，在制度上划定了底线、立下了规矩，符合
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有利于香港长治久安和繁荣
发展，有利于香港治理机构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有利于香
港社会凝聚正能量、齐心协力提振经济、保障民生，有利于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是依法履责、立规明矩的必
要之举。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
委会有权对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有
关宪制性问题依法作出处理。香港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延任
资格问题涉及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及其解释和香港
国安法条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
行政区第六届立法会继续履行职责的决定》的理解和落实，
必须从宪制层面加以解决。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
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确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
员因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拒绝承认国家对香港拥有
并行使主权、寻求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
事务，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
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
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这一决定与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
法有关规定一脉相承，并对有关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为今
后处理同类问题进一步明确了适用规则，同时可为香港特
别行政区有关本地立法提供进一步的法律支撑。

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决定，是着眼长远、顺应民意的及
时之举。一段时间以来，香港市民饱受黑暴肆虐之苦。经
过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特别是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香港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法
治和营商环境得以改善，市民安全感大幅提升。稳控疫情、
提振经济、改善民生是香港社会的当务之急，是香港市民最
迫切的要求。“一国两制”之下，包括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
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
等，都肩负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担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职
责。立法会是特别行政区宪制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
爱港是每一名特区从政者必须坚守的政治伦理，也是宪法
和基本法的根本要求。某些反对派议员的言行严重违反了
就任时自己的誓言，违反了必须遵循的宪制秩序，必须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为规范和处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
础，具有不容挑战的权威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
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
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
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
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特别行政区社会大局稳定。在践
行“一国两制”的过程中，要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维
护国家安全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决定，推进特别行政区本地立
法，落实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确保香港公职
人员符合法定条件和要求，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
序。香港社会各界应当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和衷共济再出发，
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全力防控疫情，聚焦经济民生，积极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让“东方之珠”重现风采！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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