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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市美乐食品有限公司、徐忠慧、张军、辽宁雅朝食品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

司”）与辽阳县小东山矿业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中长资辽合字【2021】99-1 号）,我公司对辽阳市美乐食品有限公司

享有的该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至辽阳县小东山矿业有限公

司。现通知上述债务人、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向现

债权人辽阳县小东山矿业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其中债权本金 1029.15

万元）及该债权项下的其他义务。若债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承债主体代为履行相关义务或

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6月2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市分公司与大连欣宸商务酒店有
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将
其对借款人庄河市新源水产有限公司、大
连华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及各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和费
用等），依法转让给大连欣宸商务酒店有
限公司，基于（2016）辽 02 民初 488 号及
（2016）辽0202民初7944号《民事判决书》
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庄河市新源水产有限公司在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 欠 付 债 权 本 金
38000000.00 元，利息 9173782.50 元，合计
47173782.50元。借款人及担保人签署的
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如下：庄河市
新源水产有限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
合同》（兴银连2014贷款字第F053号、兴

银连2015贷款字第P065号、兴银连2015
贷款字第 P215 号）、《商业汇票银行承兑
合同》（兴银连 2015 银承字第 P016 号）。
王毅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连
2012 保证字第 F020 号）。大连华博贸易
有限公司签署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兴银
连2012抵押字第F005号）。

大连华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在基准
日 2017 年 9 月 20 日 欠 付 债 权 本 金
11527013.34 元，利息 3617683.73 元，合计
15144697.07元。借款人及担保人签署的
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如下：大连华
博国际酒店有限公司签署的《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兴银连2015贷款字第P048号）、

《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合同》（兴银连 2015
银承字第P007号）。王毅签署的《最高额
保证合同》（兴银连 2013 保证字第 F006
号）。大连华博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最
高额抵押合同》（兴银连 2013 抵押字第

F002号、兴银连2014抵押字第P009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大连欣宸商务酒店有限公司作为上
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务人
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大连欣宸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履行还本
付息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女士0411-83703876
于女士0411-8911565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

大连欣宸商务酒店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9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与大连欣宸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阜锦高速公路（G2512）阜新北枢纽立交至清
河门收费站锦州方向K0+500—K36+000从2021
年7月2日起至2021年8月5日止进行道路封闭
维修，届时通行阜锦高速公路锦州方向的车辆需
改道绕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长深高速公路朝阳至阜新至锦州方向车
辆，在长深高速公路王府收费站驶离，在收费站
连接线与国道G101线平交口（T字形）处左转进
入国道G101线，沿国道G101进入四合大街，行
驶至玉龙路平交口处右转进入玉龙路，行驶至省
道 S217（原 S204）平交口处右转进入省道 S217，
行驶至省道S319（原S304）平交口右转进入省道
S319，行驶至清河门收费站连接线驶回阜锦高
速。超高4米车辆在省道S217与新昌路平交口
右转进入新昌路行驶，直至右转进入省道S319。

二、长深高速公路长春至阜新方向车辆，在
长深高速公路阜新收费站全部驶离，朝阳方向车

辆，调头重新驶入长深高速公路继续驶往朝阳方
向；去往锦州方向车辆，在阜新收费站连接线与
海同线平交口（T字形）处左转进入海同线（人民
大街共线），再沿海同线（人民大街共线）至人民
大街与玉龙路平交口（十字形）处右转进入玉龙
路，行驶至省道S217（原S204）平交口处右转进入
省道 S217，行驶至省道 S319（原 S304）平交口处
右转进入省道S319，行驶至清河门收费站连接线
驶回阜锦高速。超高4米车辆在省道S217与新
昌路平交口右转进入新昌路行驶，直至右转进入
省道S319。

在此期间，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通告。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6月28日

关于阜锦高速公路（G2512）K0+500—K36+000
锦州方向单侧实施封闭的通告

封路通告
鞍山市黑大线（汤岗子至甘泉段）

修复养护工程，位于鞍山市千山区境
内，起点为汤岗子大屯镇道口南，终点
至千山区与海城段公路界，里程桩号
K1426+142-K1433+052，长 6.91 公里,
全线封闭。封闭时间：2021年7月4日
至2021年10月30日。

绕行路线：
1.海城至鞍山双向绕行路线：
海城市↔海城北外环↔通海大道

(沈海高速)↔鞍山路↔鞍山。
2.南台镇车辆：
南台镇→南耿线→通海大道（沈海

高速）→鞍山(海城)。
3.甘泉镇车辆：
甘泉镇→通海大道→鞍山(海城)。
封闭段内沿线无法绕行车辆，通

过施工区内的临时道路限速通行，特
此通告。

鞍山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国有资产转让公告
我中心受托对以下车辆进行公开转让，交易保证金为1万元/台。
1.丰田牌小型普通客车，辽D-CK681，2014.6，9万元；
2.金杯牌小型普通客车，辽D-98C58，2011.8，0.35万元；
请有意受让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到我中心办理登记手续。
公告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1年6月29日至2021年7月12日15时止。
详情请登录我中心网站。网址：www.fsprec.net
联系人：葛先生 孙先生 024-57679621

抚顺市产权交易中心
2021年6月29日

封路通告
定于 2021 年 7 月 4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对 G202 黑大线（甘泉至三里
段）路段实施全封闭，桩号K1433+052
至K1442+713.463，另包含冉家堡跨线
桥 下 引 线 长 0.524km，路 线 全 长
10.186km。施工期间过往车辆根据封
路通告指示绕行，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注
意安全。

绕行路线：
1.海城方向
绕行沈海高速或经凤翔路绕行鞍

山路、通海大道至海城。
2.鞍山方向
绕行沈海高速或经冉张线绕行通

海大道、鞍山路、凤翔路至鞍山。
3.封闭段内无法绕行车辆
封闭段内无法绕行的企业、居民车

辆通过施工区内的临时道路限速通行。

海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6月29日

▲辽宁省北票市马友营蒙古族乡初级中学丢失收费收据一本，起始号
01071801—01071850。特此声明作废。
▲营口市老边区冷学善动迁户回迁款项结算确认单丢失，边动2002480，回迁安
置地点：欢心小区，楼号：7#—2—11—西，回迁面积：71.84平方米。特此声明。
▲孙建峰残疾军人证（证号：2019180530690051911250，有效期限：2019年8月
19日至2039年8月19日）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世界多国
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致电致函
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共中央，热烈祝贺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对世界的重
要贡献，坚信中国共产党将开启下一
个百年辉煌新征程。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向习近平总书
记和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祝贺，表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
个现代、自信和强大的国家。中国成
功实现数亿人脱贫，创造了史无前例
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成功正鼓舞着世
界上众多争取民族自强、尊严和发展
的发展中国家。

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党主席、总
统阿利耶夫向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国共
产党致以热烈祝贺，表示当代中国的
辉煌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
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在各
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国际威望不断提
升，造福了中国和世界人民。

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表示，
在当今激烈竞争的时代，习近平总书
记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将自身
的命运和未来紧握在自己手中，使中
国立于引领世界发展的潮头。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表示，中
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变迁，在不同历史
阶段都善于总结经验、开拓进取，在中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巨大

作用。中国积极帮助促进包括阿根廷
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人类
进步事业付出了积极努力。

波黑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主
席、波黑主席团轮值主席多迪克表示，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这在中国
现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伟大
的中国共产党上下求索，带领中国发
展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并为世界和
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白俄罗斯总理戈洛夫琴科表示，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艰苦卓
绝的英雄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
成就，包括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这
些都是中国共产党高效而自信的治国
理政体现。中国堪称建设以公民福祉
和社会政治稳定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模
式的典范。

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
斯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对中
国和全世界而言都是重大事件。中国
共产党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引领
中国步入世界经济前列。

印尼国民使命党总主席、人协副
主席祖尔基弗利表示，在习近平总书
记领导下，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已
经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
推动因素，中国的宝贵经验值得世界
各国学习。

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
义）总书记巴鲁阿表示，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中

国共产党在探索人类文明进步的艰辛
道路上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动世界共产
主义运动发展注入蓬勃新动力。

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主
席佩鲁阿舍夫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经济
蓬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为增进中国
和世界人民福祉作出巨大贡献。

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主席阿卜杜洛
耶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人民选择了正确方向，在国家和社会
建设事业方面取得长足发展进步。

摩洛哥宪政联盟总书记萨吉德表
示，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见证，中国共产
党凭借其智慧及领导人的使命担当，
将继续为全人类作出符合古老中华民
族传统价值观的更大贡献。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总书记
马哈茂德表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是属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左翼政党及
所有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人民的
庆祝日，具有世界意义。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利于
促进世界发展和完善全球治理。

塞尔维亚对华合作国家委员会主
席、前总统尼科利奇表示，中国共产党
克服各种困难挑战，日益展现出强大
领导力，正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坚信在习
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新的
伟大成就。

北马其顿前总统伊万诺夫表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坚持走促进国家
进步、人民幸福的道路，持续努力为子
孙后代创造美好生活，树立了无私奉
献和坚守初心的榜样。

斯里兰卡朝野政党集体祝贺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表示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中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
的坚定伙伴和可靠朋友。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尊重他国
主权的基础上，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生产力，增进了世
界人民福祉。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
伦比亚、古巴、秘鲁、委内瑞拉等拉
美多国共产党联名祝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
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恪守为人民谋
幸福的承诺，正不断取得新的更大
成就。这雄辩地证明，建设社会主
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对人类福祉
是绝对必要的。

此外，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乌
克兰祖国党主席、前总理季莫申科，阿
富汗人民伊斯兰统一党领袖穆哈齐
克，黎巴嫩民主党主席阿尔斯兰，伊拉
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主席哈姆迪，也
门社会党总书记萨卡夫，突尼斯国民
议会突中友好小组主席祖瓦利，拉美
政党常设大会副主席阿维拉，德国艾
伯特基金会会长舒尔茨，法国法共《人
道报》社社长勒亚里克，日本日中工人
交流协会会长伊藤彰信等。

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和友好人士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据新华社马德里6月28日电
2021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8日在西班
牙巴塞罗那拉开帷幕。受新冠疫情
影响，本届大会参展商数量和参会
人数等都不及往年。

今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于 6
月 28 日至 7 月 1 日举行。5G 技术、

人工智能等仍是大会聚焦的主题。
展会采用实体与虚拟展厅并存的方
式进行展览，共有约1000家线上及
线下展商参展，预计参会人数约 3
万人。

2020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因新冠
疫情暴发而取消后，2021 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也由冬季改为夏季举行。
但受疫情下旅行限制和各国出入境
政策影响，索尼、爱立信、诺基亚等
企业宣布不会以线下方式参与本届
大会。据悉，约30%的展商选择以虚
拟展厅方式参与本届大会，其中包
括三星等品牌。

2021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7日电
（记者刘品然）美国国防部27日说，
美军当晚对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地
区多个亲伊朗民兵组织的军事设施
发动空袭，因为这些设施被用于袭
击驻伊拉克美军。

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当
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袭击由美
国总统拜登下令实施，袭击目标中
有两处位于叙利亚境内，一处在伊
拉克境内。柯比称，包括“真主旅”
在内的多个亲伊朗民兵组织使用这

些军事设施对驻伊拉克美军发动无
人机袭击。柯比说，此次空袭为“防
御性攻击”，同时也是明确的威慑信
号。拜登已下令采取进一步军事行
动，以破坏和阻止来自亲伊朗民兵
组织的持续袭击。

美军空袭叙伊边境地区民兵组织目标

6月2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人们在大型新冠疫苗接种中心接种疫
苗。当日，多伦多举办新冠疫苗接种日活动，由400名工作人员在市中心设
立的大型新冠疫苗接种中心为约25000名预约民众接种疫苗。 新华社发

多伦多举办新冠疫苗接种日活动

6月27日，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前左二）在巴格达与总理卡迪米（前右
一）、埃及总统塞西（前右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交谈。伊拉克、埃及
和约旦领导人27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三方会议，讨论抗击新冠疫
情、提振经济、加强能源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 新华社发

伊拉克、埃及、约旦举行三方会议
讨论抗疫和能源合作等问题

据新华社喀布尔6月27日电
（记者史先涛）中国援建的阿富汗
喀布尔大学综合教学楼和礼堂项
目移交仪式27日通过视频方式举
行。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王愚和喀
布尔大学校长巴伯里签署了交接
证书。

王愚在致辞中表示，长期以
来，中国一直在各方面支持和援助
阿富汗基础设施建设，援建了喀布
尔大学中文系教学楼、国家职业技

术学院、喀布尔市共和国医院和坎
大哈“中国医院”等多个民生项
目。中国政府积极帮助阿富汗抗
击新冠疫情，已向阿富汗提供新冠
疫苗和多批医疗物资援助。中方
将继续与阿携手并肩、团结抗疫，
并继续尽己所能向阿提供抗疫帮
助。同时，中国将继续支持阿政府
和人民发挥重要作用、各派积极参
与的和平和解进程，坚持和平解决
的大方向，维护阿和平重建成果。

中国援建的喀布尔大学综合
教学楼和礼堂项目举行移交仪式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6月28日电
（记者付一鸣 和苗） 继瑞典议会上
周对首相勒文的不信任投票获得通过
后，勒文28日宣布辞职。

“这是我做出的最艰难的政治决
定。”勒文在当天宣布辞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他表示，他的首要任务是做出

“符合瑞典最佳利益”的选择，这意味着
要避免在新冠疫情期间举行选举。

按照程序，接下来，议会议长将与
瑞典各政党领导人展开一系列会谈，
旨在组建一个能够获得议会多数席位
支持的政府，并提名新首相人选。如
果会谈不成功，就需要举行议会选举。

瑞典议会 21 日对首相勒文进行
不信任投票，超过半数议员投票反对
勒文继续担任首相。按照程序，勒文
遭罢免后将面临两种选择：解散现政
府，由议长提名新首相人选；或宣布在
3个月内举行议会选举。

瑞典首相勒文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