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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公告
（2021年第18号）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辽宁监管局批准，颁发、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辽沈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机构编码：B2036H221010001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北站一路43号

邮政编码：110000 电话：024-31558880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07日

换证原因：设立 设立日期：2021年06月07日

流水号：00635268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马壮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21010119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保工北街27号16号7门8门

邮政编码：110024 电话：024-23291971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10日

换证原因：更址 设立日期：1987年12月21日

流水号：00635269

机构名称：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塔湾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221010011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75-49号4门5门6门7门

邮政编码：110036 电话：024-31281192

发证日期：2021年06月22日

换证原因：设立 设立日期：2021年06月11日

流水号：00635271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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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与辽宁蕴汇科技有限公司达
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将其对下列《公告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辽宁蕴汇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
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债务承继人立
即向辽宁蕴汇科技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或承担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
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与
辽宁蕴汇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债务人名称
营口中通控制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营口纵翼实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营口中通控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李巍、杨志欣
营口诚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耿文峰、任一英

本金余额

7,388,000.00

4,120,021.67

利息

2,070,590.42

4,050,218.1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辽宁蕴汇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6月30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人民币） 利息基准日：2019年10月20日

遗失声明
刘 俊 山 房 屋 拆 迁 增 加 面 积 收 款 收 据

丢失，号码：1400022878，金额：10296 元，声

明作废。

封路通告
因公路养护工程需要，省道沈环线铁调界

至养马堡路段（桩号 K409+600—K423+187）、
沈环线横道河子至抚顺界路段（桩号 K462+
000—K466+428）因施工交通封闭，车辆绕行路
线分别为：

从铁调界至前堡线、孤懿线、新调线、黑龙江
路、钟山路、汇工街至沈环线。

从沈环线至张双线、沈上线、百横线、沈环线
至抚顺界。

封闭日期自 2021 年 7 月 5 日至 2021 年 10 月
31日。封闭期间禁止任何车辆和行人进入施工路
段，擅自进入发生事故后果自负。

提醒过往车辆注意绕行，给您出行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铁岭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县公路管理段
2021年6月30日

本报讯 记者赵铭报道 6 月
29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日起，我省
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并在辽
宁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革试点
力度，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解
决市场主体“准营难”问题。

我省本次改革把中央层面设定
的523项和省级层面设定的5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全部按照直接取消审
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
化审批服务等4种方式分类推进审批
制度改革，并以清单方式实施管理。
实现了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之外无

审批，方便市场尽快进入相关领域开
展生产经营。

全省直接取消审批 68 项，自贸
试验区达到 80 项，市场主体取得营
业执照即可开展经营，相应许可证
件不再作为商业活动和办理政务事
项的凭证。全省由审批改为备案15
项，自贸试验区达29项，企业按规定
提交备案材料的，有关主管部门当
场办理备案手续，不得作出不予备
案的决定。全省实行告知承诺 39
项，自贸试验区达68项，对因企业承
诺可以减省的审批材料，不再要求
企业提供；对可在企业领证后补交

的审批材料，实行容缺办理、限期补
交。对企业自愿作出承诺并按要求
提交材料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
全省优化审批服务406项，自贸试验
区 351 项，采取下放审批权限、精简
许可条件和审批材料，优化审批流
程等措施，减轻企业办事负担，方便
企业持续经营。

此次改革更加注重优化配套服
务。企业超经营范围开展非许可类
经营活动的，市场监管部门不予处
罚。推进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一网通
办”“最多跑一次”。凡是前流程已经
收取相关材料且能够通过信息共享

获取的信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
交。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
信息，一律不再要求企业提供相应材
料。改革后，推进常态化跨部门联合
抽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
对信用好、风险低的企业“充分放手、
无事不扰”；对信用差、风险高的企业

“重点监管、有事必究”。
据介绍，此次改革自贸试验区

将开展更大力度的改革试点，成熟
后将组织全面推行。全省本轮改革
把创新和加强监管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确保“放得开、接得住、管得
好”。

下月起“证照分离”改革全省覆盖
清单之外无审批，破解“准营难”问题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省
卫生健康委把党史学习教育与履职
尽责，以及为群众解决就医防病的难
题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举
措。当下，省卫生健康委将“筑牢群体
免疫屏障”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线上线下齐发力，高效推进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截至6月28日，全省

累计完成1556.5万人的两剂次接种。
我省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

优势，建立省级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平
台，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纳入全省免
疫规划平台，实现了所有疫苗全程可
追溯，实时掌握各地、各单位疫苗接
种情况和库存数量，动态调配各市分
配额度，精准到县区和各接种单位；

积极协调国家政务一体化平台，开通
了扫码登记，即在接种者出示辽事通
码时，系统即可自动采集接种者的个
人信息和健康状况，同时完成接种疫
苗的信息上传；迅速升级辽事通码微
信小程序，增添“金色盾牌”等醒目标
识，直观展示持码人的接种疫苗状态。

通过动员医疗机构增设接种门
诊、设置临时集中接种点、加强常规免
疫门诊力量等举措，全省疫苗日接种
能力由4月的50万剂次提升到目前的
129万剂次。

我省将大连、丹东、锦州、营口、

盘锦和葫芦岛等沿海和沿边城市以
及沈阳作为重点地区，在疫苗保障供
应方面给予倾斜。截至目前，全省已
全部完成冷链从业人员、海关口岸工
作人员、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接种。

我省还充分发挥乡镇（街道）和
单位作用，利用电话、微信等，实现分
时段预约接种，全省预约接种率超过
90%。优化接种单位布局，必要时增
设接种方舱临时接种点，科学设置等
候、登记、接种和留观区域。配齐配
强接种服务和医疗保障服务力量，合
理安排作息时间，提高接种效率。

高效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构筑群体免疫屏障

本报讯 记者李越报道 6 月
25日以来，我省出现强降雨天气。为
加强指导服务，科学组织农业生产救
援工作，我省于28日下发了《关于全
力做好强降雨天气过后恢复种植业
生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各地要及时采取有效的补
救措施，努力减少因灾损失。

我省明确，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
加强工作调度，及时掌握受灾作物及

受灾面积，分析受影响程度。《通知》
强调，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当地
实际，制定发布灾后生产恢复指导措
施，组织或协调技术单位突出重点、
迅速行动，抓好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措
施落实。排涝清淤方面，重点加大机
具和人力投入，及时排除田间积水，
减少作物淹渍时间，防止长时间积水
和雨水倒灌造成植株烂根。科学扶
正作物，对倒伏较轻或者半倒伏的作

物，尽量不扶直；对倒伏严重或完全
匍匐倒地的作物，及时人工扶直。修
复受损设施，指导农民及时加固受损
墙体，修复变形骨架，更换破损棚膜，
确保设施农业及早恢复生产。加强
田间管理，过水严重地块，及时追施
肥料，适时增施植物生长调节剂、叶
面肥。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
防止灾后农作物病虫害暴发流行。

《通知》指出，要做到当季损失下

季补、种植损失畜牧补、大田损失设施
补。对因灾绝收地块，在避免迎重茬
和除草剂药害的前提下，指导农民因
地制宜改种白菜、萝卜、秋菠菜、青贮
玉米、饲料等生育期适宜作物。帮助
农民积极联系畜牧养殖企业，对受灾
后生育受阻、无法成熟的作物进行饲
料化处理。各地要鼓励农民、种植大
户、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开展种植结构
调整，积极发展设施农业和高效产业。

我省下发通知做好强降雨天气过后种植业生产恢复

科学组织施救 减少因灾损失

本报讯 记者王笑梅报道 在
喜迎党的百年华诞之际，为弘扬党
的优良传统，充分展示新时代老党
员的精神风貌，引导老党员以赤子
情怀守初心，以忘我精神担使命，省
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精神文明
办、省委老干部局、省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决定，授予闻邦椿等10名
同志“辽宁最美老党员”称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广大老
党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关心教育
下一代成长、助力脱贫攻坚、助力
乡村振兴、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主动作
为、积极奉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生动体现了他们对革命初心的
矢志不渝、对理想信念的虔诚执着、

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了甘
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和奋斗不止的高
尚情怀。

这次被授予“最美”称号的10
名老党员分别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退
休教授闻邦椿，航空工业沈阳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理化测试中心原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姚志诚，沈阳
市和平区文安路社区第一书记胡静
琴（女），大连交通大学运输工程学
院退休教授兆文忠，辽宁省军区鞍
山军分区原副政委余新元，抚顺市
顺城区葛布派出所原二级警长庄庆
发，本溪满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郗桂珍（女），丹东市振安区
妇联原主席包华（女），辽阳市老科
技工作者协会会长尚杰洪，盘锦市
盘山县得胜学校原校长陆万长。

闻邦椿等10人被授予
“辽宁最美老党员”称号

本报讯 记者赵英明报道 6月
29日，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歌咏会在沈举行。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党组
将本次歌咏会确定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活动和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奋
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为主题的歌
咏会在大合唱《社会主义好》《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雄壮歌声
中拉开帷幕。诗朗诵《我是共产党
员》《永恒的誓言——共产党员手捧
纪念章的感言》等节目精彩亮相。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用
歌声和诗句表达人大工作者对党的
深情和祝福，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决
心和信心，表达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激动心情。歌咏会在《歌
唱祖国》全场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歌咏会上，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
词。大家一致表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依法履
职，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
庆祝建党百年歌咏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记者刘放报道 6月
29 日，省档案局、省档案馆共同举
办的“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领
导辽宁人民抗日斗争档案文献展
览”在省档案馆开展。

此次展览共分为 5 个主题单
元，突出时代、地域和档案特色。省
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红色档案资

源，精选近500份档案文献、历史图
片、视频资料等作为展件，其中包括
来自中央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的
一些珍贵档案史料，大部分档案展
件为首次向社会公布。展览再现了
辽宁地区党组织筚路蓝缕的发展历
程，重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
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革命岁月。

中国共产党领导辽宁人民
抗日斗争档案文献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