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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约翰逊21日公布了
一项新计划，将成立一个由首相
直接牵头的“国家科学与技术委
员会”，为英国在科技领域发展上
提供政策层面的战略方向。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21
日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
利文本周将返回俄首都莫斯科。

●埃及首都开罗南部21日晚发
生一起列车与大巴相撞事故，造
成2人死亡、6人受伤。埃及有关
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美国国家气象局监测显示，一
场龙卷风20日深夜袭击芝加哥
西郊地区，导致至少8人受伤、
225间房屋受损。

●美国科罗拉多州阿瓦达市21
日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
本人及一名警察在内的3人死
亡。警方目前正对事件进行调查。

●乌干达新一届内阁21日在乌总
统穆塞韦尼主持下宣誓就职。在
新一届内阁中，前教育部长杰西
卡·阿卢波担任副总统，前卫生国
务部长罗比娜·纳班贾担任总理兼
议会政府事务负责人。两人均为
女性，这是乌干达历史上首次由女
性担任副总统和总理职务。

均据新华社电

EWS 微新闻

2016年6月23日，英国就是否脱
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52%的投票者
支持“脱欧”。过去 5 年间，英欧经历
漫长谈判，终于在 2020 年 1 月完成

“离婚”手续，又经历了近一年的争
吵，在2020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
的未来关系协议，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脱欧”。
尽管英国如愿摆脱欧盟“束缚”，

但从近半年来的情况看，“脱欧”后遗
症日益明显。

货物与人员流通受阻
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英国退出

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尽管
根据英欧协议，双方商品贸易继续享
受零关税、零配额待遇，避免了贸易成
本的大幅上升，但从短期来看，英欧贸
易仍面临不少新问题，例如新增的边
检成本、文件准备以及通关延误等。

英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第一季度英欧货物贸易总额较 2018

年同期下降23.1％。英国食品和饮料
联合会的报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度英
国对欧盟食品和饮料出口额较 2020
年同期下降47%，对爱尔兰、德国、西
班牙、意大利等国出口下降一半以上，
其中乳制品受冲击最大，牛奶和奶油
销售额下跌九成。

相比货物贸易，英国支柱产业之
一金融服务业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
相关公司在欧盟成员国的准入程度已
无法与“脱欧”前相提并论。英国雷丁
大学国际商务专家拉杰尼什·纳鲁拉
认为，英国下一步必须重点围绕金融
服务业面临的问题与欧盟展开谈判。

“脱欧”还影响了英欧之间人员的
自由往来。据英国媒体报道，2019年
年底以来，约有130万外国工人因“脱
欧”和新冠疫情离开英国。招聘网站
Indeed 的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份欧盟
居民对英国企业招聘信息的搜索量比
2019 年平均水平下降 36%，餐饮、护
理、仓储等低薪行业尤其明显。

由于外国工人短缺，4 月份重新
开放的英国餐饮店和一些零售企业纷
纷遭遇招工难，一些雇主不得不提高
工资以吸引英国工人。有英国商界领
袖表示，缺乏外国工人将阻碍英国经
济从疫情中复苏，企业被迫提高工资
很可能导致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

国内国外矛盾凸显
在英国北爱尔兰地区，“脱欧”后

遗症的影响更为真切。北爱地区是英
国“脱欧”后与欧盟贸易争议的焦点。
按照英国“脱欧”协议，北爱地区留在
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税同盟内，以
防止爱尔兰岛内出现陆上“硬边界”。
但这一安排导致北爱地区与英国大不
列颠岛之间设立关卡，由此加剧了北
爱地区亲英派与独立派之间的矛盾。
今年4月以来，北爱地区局势紧张，多
地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

“脱欧”也加剧了苏格兰的“脱英”
倾向。早在英国“脱欧”前，苏格兰就

有独立呼声，并于2014年9月举行了
首次独立公投，但未获通过。由于苏
格兰与欧盟经济关系紧密，多数苏格
兰人在英国 2016 年“脱欧”公投中支
持“留欧”。在英国选择“脱欧”后，苏
格兰独立情绪进一步加强。主张独立
的苏格兰民族党今年5月连续第四次
赢得苏格兰议会多数席位，党魁妮古
拉·斯特金继续担任苏格兰政府首席
大臣。她称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带领
苏格兰渡过新冠疫情危机，而危机过
后她将寻求举行第二次苏格兰独立
公投。

此外，“脱欧”引发英国与欧盟国
家之间的一些老问题卷土重来。5月
初，英法两国在英属泽西岛海域的渔
业争议一度升级，双方甚至分别派遣
了军舰。此次争议的起因是泽西岛地
方政府限制进入该海域的法国渔船数
量，而法方认为此举违反“脱欧”协议。

记者 王慧慧 杨海若
新华社伦敦6月22日电

公投五年后，英国受困“脱欧”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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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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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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城地产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5月31

日，该债权总额为40801.63万元,本金为24000.00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辖区，该债权由崔传军、王志友、郑

绵昆、郑建海提供担保（以金州新区“宏城嘉苑”项目未售房源设置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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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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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

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债权标的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债权标的的主

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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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经理,韩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zhanglong2@cinda.com.cn,hj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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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沈 河 区 北 站 二 路 58-1

号 1708 房 45.45 平 方 米 ，房 主 刘

佳 楠商品房买卖合同 E1902109456

号丢失，特此声明。

▲沈阳润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给

本人于忠海的房源，地址：长堤湾1B

栋1单元26层1号房，52.72平方米，每

平方米6780元整，总金额：叁拾伍万柒

仟肆佰肆拾贰元整，预顶房屋协议绿

联丢失，相关责任与开发公司无关，特

此声明。

▲周明将 0024652 号金额 214183 元

发票丢失，声明作废。

▲沈阳思远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开户

许可证丢失，开户行：建设银行沈阳开发

区支行，核准号：J2210038483002，账号：

21050140430100000100，声明作废。

封路通告
因丹霍线（北环路至杨家段）路

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拟对丹
霍线北环路至杨家段（K393+112至
K397+875）段实施半幅封闭施工，
经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彰
武县交通警察大队审批对该路段半
幅封闭施工，封闭日期 2021 年 6 月
20日-2021年8月31日。封闭期间
请过往车辆按指示牌减速通行，如
驶入禁行路段发生意外事故，责任
由事故车辆全责承担。为了保证过
往车辆及行人安全，请按现场指示
标牌减速通行，给您带来的不便请
谅解，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彰武县路兴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封路通告
因丹霍线（彰武镇至北环路段）

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拟对
丹霍线彰武镇至北环路段（K389+
842 至 K392+344）段实施半幅封闭
施工，经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
中心、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
心、彰武县交通警察大队审批对该
路段半幅封闭施工，封闭日期 2021
年 6月 20日-2021 年 8月 31日。封
闭期间请过往车辆按指示牌减速通
行，如驶入禁行路段发生意外事故，
责任由事故车辆全责承担。为了保
证过往车辆及行人安全，请按现场
指示标牌减速通行，给您带来的不
便请谅解，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彰武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彰武县路兴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3日

6月22日凌晨，人们在俄罗斯圣彼得堡战神广场点亮蜡烛，形成“保卫列宁格勒”的图案，纪念卫国战争
爆发80周年。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爆发。 新华社发

点亮蜡烛 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0周年

这是 6 月 21 日在法国巴黎附近的布尔歇机场拍摄的试飞中的“飞
的”。一架形似小型直升机的“空中出租车”2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首次试飞
成功。这种“飞的”以电力驱动，能搭载两人，设有行李舱。出产企业德国
沃洛科普特公司希望它能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投入运行。 新华社发

空中“飞的”巴黎试飞

6月21日，旅客抵达芬兰赫尔辛基机场后推着行李准备离开。芬兰
21日起放宽新冠疫情下的入境限制。来自欧盟和申根地区的旅客，只要
提供有效证明，包括至少14天前接种新冠疫苗的证明或6个月内从新冠
肺炎感染中康复的证明，均可入境芬兰。 新华社发

芬兰放宽入境限制

据新华社喀土穆6月 22日
电（记者马意翀） 中国驻苏丹大
使馆援助苏丹杂技团物资交接仪
式 21 日举行，中国驻苏丹大使马
新民、苏丹文化和新闻部次长拉希
德、苏丹杂技团团长阿迪勒等出席
并签署交接证书。

马新民在交接仪式上表示，今
年是中苏杂技合作走过的第50个
春秋。如今苏丹杂技团已成为苏
丹家喻户晓的国宝级名片，推动苏
丹这片热土上的“中国文化热”经
久不息。此次中国使馆援助苏丹

杂技团物资，寄托着中方对苏丹杂
技团的美好祝福，也承载着中苏人
民世代友好的殷切期盼。坚信在
中苏各界的精心呵护和培育下，中
苏友谊之花必将长盛不衰。

拉希德对中国驻苏使馆援助
物资表示衷心感谢，盛赞人文合作
是苏中友好经久不衰的动力源
泉。他说，两国建交62年来，人文
交流合作硕果累累，在中方帮助下
组建的苏丹杂技团既是其中的金
字招牌，也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
见证和象征。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
向苏丹杂技团援助物资

据新华社仰光 6 月 22 日电
（记者张东强 车宏亮） 缅甸安全部
队和武装人员 22 日上午在缅甸第二
大城市曼德勒市区发生武装冲突，武
装人员方面4人被打死，8人被捕，另
有4人在逃跑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消息
说，在曼德勒市区巡逻的安全部队获
悉有一部分携带武器的民间武装组织
藏匿在市区内，22日上午7时许前往搜
查，遭到该武装组织人员袭击。交战
中部分安全部队人员受重伤，武装组
织有4人死亡，8人被捕。安全部队缴
获了土制炸弹、手榴弹及枪支弹药等。

缅甸曼德勒市区
发生武装冲突

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21 日电
（记者刘曲）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21
日在日内瓦总部表示，新冠病毒变
异毒株德尔塔目前已扩散至 92 个
国家。虽然其传播性更强且人体
在接种新冠疫苗后针对德尔塔毒
株产生的中和抗体滴度有所降低，
但疫苗对预防重症和减少死亡仍
然有效。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技术负
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在当天
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目前已有 92
个国家和地区检测到德尔塔毒株传
播。德尔塔毒株是目前已被世卫组
织标记为“需要关注”的新冠变异病
毒之一，最早于2020年10月在印度

被发现。
范凯尔克霍弗表示，最早在英

国被发现的新冠变异毒株阿尔法已
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德尔塔毒株
比阿尔法毒株更易传播。目前许多
国家已开始放松公共卫生和社交隔
离措施，如过早或过快放松，鉴于当
前民众仍未全面接种新冠疫苗，德
尔塔毒株将会迅速传播。

范凯尔克霍弗指出，苏格兰的
一项最新研究提出，德尔塔毒株有
可能增加患者入院治疗的风险。但
这只是在单一国家开展的一项初步
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验证。目前
还没有迹象表明德尔塔毒株会导致
新冠致死率上升。

虽然最近发表在《柳叶刀》上的
一项研究显示，针对德尔塔毒株，人
体接种新冠疫苗后产生的中和抗体
滴度有所降低，但范凯尔克霍弗强
调，疫苗对预防重症和减少死亡仍
然有效。此外，她呼吁公众在确保
接种两剂疫苗的同时，仍须采取防
护措施。

范凯尔克霍弗警告称，虽然疫
苗针对目前的病毒仍有效，但将
来病毒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突变从
而导致疫苗实际上失去效力，这
正是我们需要确保预防的情况。
为此，应尽量避免和减少病毒传
播，因为病毒传播得越广，变异机
会就越大。

世卫专家在日内瓦总部表示
新冠变异毒株德尔塔已传至92国

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22日电
（记者鲁金博） 明斯克消息：白俄
罗斯外交部22日在其官网发表声
明，对西方国家对白俄罗斯采取制
裁而不是对话与合作的政策表示
遗憾，认为制裁只会适得其反。

白方指出，欧盟国家认为新的
制裁是向白俄罗斯人民发出“新的
强烈支持信号”，这是对逻辑和常
识的公开嘲讽，制裁只会适得其
反。白将竭力保护本国公民和实

体，西方制裁不会对被制裁对象产
生预期效果，白将被迫进行反制，
这对双方相关领域都会产生负面
影响。

白俄罗斯国民会议共和国院
（议会上院）议员奥列格·任格尔当
天在接受白俄罗斯通讯社采访时
认为，对白进行孤立和制裁是荒谬
的。任格尔说，独立、发展和经济
增长不仅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福祉，
也是地缘政治稳定的保障。

白俄罗斯认为西方国家
对白制裁只会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