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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公 告
王春文：

你于2017年4月至11月进行的违法行为我局已处罚完毕。现我局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阜蒙林行罚决字【2020】第（050301）号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限你自公告见报之日起60日内来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领
取处罚决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你可在接到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或阜新市
森林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内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
诉。逾期不复议不起诉的，本机关将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依法
强制执行。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0年11月23日

▲营口祥利来物流有限公司辽HE1651营运证丢失作废。
▲营口市鲅鱼圈区实验中学零余额账户财务专用章丢失，特此声明。
▲营口市鲅鱼圈区实验中学法人章（王兴林）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期拟对我公司持有的大连时丽嘉服装有限公司债
权项下抵押资产进行强制执行，为征集意向投资人，特发布此公告。

抵押资产为位于瓦房店复州城镇新城街润和园的58套住宅，其中17-1D
号单元30套、17-4D号单元28套，抵押登记面积合计4312.12平方米（司法测绘
面积4360.54平方米），法院已启动司法处置程序。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意向投资人资格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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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集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有效。
联系人/电话：
高经理：0411-83697660 贾经理：0411-83670680
邮政编码：116011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征集抵押资产司法处置意向投资人的公告

依据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王建国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签订的《协议

书》。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受让的债权（其享有的借款人、抵押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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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书》约定为王建国所享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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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完毕之日止，不以交易基准日利息为限。辽宁达旺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与王建国特共同公告各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

王建国作为资产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清单中的债务人、抵押人和保证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建国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特此公告

公告人：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建国

2020年11月23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0年6月2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辽宁达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王建国
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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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公告
根据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沈客专辽宁

公司）与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大客专公司）的合
并协议，两公司合并，合并方式为：京沈客专辽宁公司吸收哈大客专公
司。履行有关程序后，哈大客专公司注销。

合并前，京沈客专辽宁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佰壹拾玖亿柒仟万
元整，哈大客专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合并后，所有的债务、
债权由京沈客专辽宁公司承继。特此公告。

京沈铁路客运专线辽宁有限责任公司
哈大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23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1日
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
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200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5.5万例。美国从
11月15日新冠累计确诊超1100万例仅
用时6天就又增100万例，而从1000万
例增至1100万例也仅用时6天。

近来，美国确诊病例的百万病例
增速一直维持在高位。从9月25日累
计超700万例至今，每增加100万例所
用天数，从21天、14天、10天不断缩减
至6 天。目前，美国仍是全球新冠疫
情最严重的国家，其确诊病例数、死亡
病例数均居全球之首，其中确诊病例
超过全球确诊病例的五分之一。

美国其他多项疫情指标也连续刷
新纪录。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20日报告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92673例，新增死
亡病例1885例，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再
次刷新全球范围内一国单日新增确诊
病例数纪录。这是美国连续第 13 天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10万例。

截至21日，美国过去7天平均日
增新冠确诊病例近16.5万例，创疫情
暴发以来新高；过去7 天平均日增死

亡病例数也不断攀升，目前已超1400
例，为5月中旬以来新高。

近期美国住院病例也在激增，多
地医疗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美
国《大西洋月刊》发起的追踪全美疫情
项目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美目前

新冠住院患者超过8.3万人，为疫情暴
发以来最高纪录。

项目数据显示，美国养老院、辅
助生活机构及其他长期护理机构成
为近期疫情“重灾区”。在截至 11 月
12日的一周内，各州长期护理机构共

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近3万例，较
前一周增长了17%，是该项目自5月底
开始统计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纪录。
项目方面称，尽管这一增幅惊人，但
由于统计方法等原因，实际数据还可
能更高。

虽然近期美国新冠疫情各项指标
都不断刷新纪录，但该项目方面表示，
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这些指标已达到

“峰值”。
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工作组协调员

德博拉·伯克斯20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目前美国确诊病例上升的情
况明显与以前截然不同，比以前更快、
范围更广。

然而，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形势，
美国政府并未及时出台强有力的防疫
新举措。

随着感恩节假期的临近，防疫压
力骤增。美疾控中心在一份关于如何
庆祝感恩节的新指南中呼吁民众不要
在假期出行，以降低感染和传播新冠
的风险，并遵守戴口罩、勤洗手、保持
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

记者 谭晶晶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1日电

美国新冠病例破1200万
6天再增百万病例

图为人们在美国纽约排队等待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新华社发

11月21日，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斯大林防线”博物馆，人们参加战争场景重现表演活动，纪念
“炮兵节”。每年11月19日是白俄罗斯的“炮兵节”。 新华社发

白俄罗斯重演战争场景纪念“炮兵节”
据新华社洛美 11 月 22 日电

（记者肖玖阳）瓦加杜古消息：布基纳
法索22日举行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
包括现任总统卡博雷在内共有 13 名
候选人角逐总统职位，另有 10652 名
候选人角逐国民议会127个席位。

投票于当地时间22日6时开始，
18时结束。布基纳法索共有约649万
注册选民。因为部分地区安全局势紧
张，全国351个市镇中的15个无法举
行投票。总统选举中，卡博雷代表执
政党争取进步人民运动参选，他的主
要竞争对手是上届总统选举得票率第
二的进步和变革联盟候选人泽菲兰·
迪亚布雷。布基纳法索总统任期 5
年，可连任一次。2015 年以来，布基
纳法索袭击事件频发，安全形势严
峻。联合国相关统计显示，今年以来，
与极端组织有关的武装分子在布基纳
法索发动了数十起针对平民的袭击事
件，已造成数百人死亡。

布基纳法索举行
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

新华社圣地亚哥 11 月 21 日电
（记者尹南 张笑然） 智利大学全国
地震中心21日说，智利中部地区附近
海域当晚发生6.1级地震，目前尚无人
员伤亡的报告。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有
明显震感。

据该中心发布的信息，地震发生
于当地时间 21 日 21 时 54 分（北京时
间 22 日 8 时 54 分），震中位于中部马
乌莱大区孔斯蒂图西翁镇西北 98 公
里处的近海，震源深度为40.8公里。

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说，此次
地震不会引发海啸。

智利中部地区近海
发生6.1级地震

新华社里斯本11月21日电
（记者赵丹亮）葡萄牙总理科斯塔
21日宣布紧急状态下疫情防控新
措施，对疫情风险程度不同的地区
采取差别化管控措施。

科斯塔在当日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鉴于目前防疫形势与原
定目标仍存差距，葡萄牙自 24 日
起将采取更严格防疫措施，包括工
作场所强制戴口罩、节假日期间禁
止各城市间人员流动等。

另外，不同地区根据所处风险
级别，实行差别化管控措施。全国
各城市和地区按每10万居民新冠

确诊病例数分为“中风险”“高风
险”“极高风险”和“超高风险”四个
级别：低于240例为“中风险”，240
例至 480 例之间为“高风险”，480
例至960例之间为“极高风险”，超
过960例为“超高风险”。

葡萄牙总统德索萨20日宣布
延长国家紧急状态，以遏制第二波
新冠疫情蔓延。他说，第二波疫情
可能在本月底和下月初达到高峰，
紧接着第三波疫情可能会在明年
一二月份到来。他表示必须及早
采取措施，并呼吁民众继续遵守各
项防疫措施。

葡萄牙公布紧急状态下
防疫新措施

新华社都柏林11月21日电
（记者张琪） 爱尔兰卫生部 21 日
晚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 24 小时
该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344例，累
计确诊 70143 例；新增死亡病例 4
例，累计死亡2022例。

爱尔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4月，该国有近498万
人口。这意味着每 100 个爱尔兰
人中约有1.4人被新冠病毒感染。

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21
日报道，爱政府正在讨论现有5级

疫情防控措施在本月底到期后的
应对办法。报道援引政府消息源
说，总理米歇尔·马丁希望在12月
1日取消5级防控措施，政府将在
近日就是否取消该措施以及取消
后采取何种防控措施做出决定。

爱尔兰将疫情防控措施分为
5级，数字越大防控措施越严。在
5级防控措施下，人们的活动范围
原则上只能在离家5公里以内，所
有非必要的零售店和室内文化体
育设施均不得营业。

爱尔兰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7万

新华社莫斯科11月21日电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南部军区日
前测试了一款专门搜索敌方防空
系统的无人机。此外，俄军已拥有
一款擅长干扰敌方手机通信的无
人机，正扩大其应用范围。

俄《消息报》援引俄军方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上述专搜敌方防空
系统的无人机尺寸较小，难以被敌
方雷达侦测到。该无人机的计算
机软件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能高度
自动化搜索目标，能在极短时间内
评估被搜索区域并找到敌方防空
系统。

报道说，每种防空系统的雷达
性能、特点各不相同，上述无人机
能发现各种防空雷达辐射波，确定
雷达信号源的方位和坐标。这些
信息能传给该无人机的地面指挥
站和附近的本方飞机、直升机，让
飞行员提前获悉危险信息。与地
面侦察和传统侦察机等手段相比，
该无人机具有机动性更强、可避免
侦察机飞行员伤亡等优点。

另一款擅长干扰敌方手机通
信的无人机，型号为“索具-3”，是
由俄军“海雕-10”无人侦察机改造
而成。“索具-3”无人机重约18公
斤，能连续飞行10小时，工作时与
地面指挥车最远可相距120公里。

单架“索具-3”能通过电子干
扰，阻止其周围半径 6 公里范围
内、使用GSM 全球移动通信标准
的 2000 部敌方手机正常工作；找
到敌方蜂窝移动通信较为集中的
位置，并将该位置坐标传给本方地
面自动指挥系统，由后者判断调集
火炮还是战机发动攻击。俄研发
人员正对“索具-3”无人机进行升
级改造，以使其能有效对付使用其
他移动通信标准和通信频率的移
动通信工具。

报道说，俄军从 2013 年起配
备了大量无人机，其中仅无人侦察
机到 2019 年年底已超过 2000 架。
目前各类无人机在俄炮兵、导弹
兵、空降兵部队、海军舰队和各步
兵师中被广泛应用。

俄军迎来专搜防空系统和
干扰移动通信的两款无人机

新华社巴格达11月21日电
（记者张淼） 伊拉克警方官员 21
日说，7名伊拉克安全人员当晚在
伊北部萨拉赫丁省遭遇袭击身亡。

萨拉赫丁省警方官员穆罕默
德·巴齐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当地警方和逊尼派民兵当
晚在该省拜伊吉市北部拆除一枚
路边炸弹时遭到一伙疑似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袭击，双
方交火导致 3 名警察和 4 名民兵
身亡，另有两名警察受伤。袭击
者随后逃往附近山区，其伤亡情
况不详。

2017 年 12 月，伊拉克宣布取
得打击“伊斯兰国”的历史性胜利，
但目前伊境内仍有一些极端分子
残余伺机发动袭击。

7名伊拉克安全人员
在伊北部遇袭身亡

据新华社德黑兰11月21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中东地区记者报道：
中东地区新冠疫情21日依然严峻，
巴勒斯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再创
疫情暴发以来新高，摩洛哥将采取
更严格的防疫措施。

摩洛哥卫生部21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过去 24 小时新增确诊病例
4702例，累计确诊320962例，累计死

亡5256例，累计治愈266711例。摩
政府21日宣布，南部阿加迪尔地区
从 22 日起实施为期 15 天的严格防
疫措施，民众进出该地区需取得政
府颁发的特殊许可。

伊朗卫生部21日表示，当天新
增 确 诊 病 例 12931 例 ，累 计 确 诊
841308 例，累计死亡 44327 例，累计
治愈596136例。伊朗总统鲁哈尼21

日表示，实施严格限制措施的目的
在于让民众了解当前疫情的严重
性。国家疫情防控指挥部正研究新
的防疫措施。

巴勒斯坦卫生部21日公布的疫
情数据显示，新增确诊病例1486例，
单日新增再创疫情暴发以来新高，累
计确诊82780例，累计死亡698例，累
计治愈70312例。

中东地区新冠疫情依然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