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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SHIDIAN

本报讯 记者王荣琦报道
记者 6 月 29 日获悉，即日起，2020
年度大连市吸引知名高校大学生
在连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工作正式
启动，经审核通过符合条件的知名
高校在校大学生可获得每人每学
年最高 1 万元的“名校优才”奖学
金，知名高校毕业生可获得每人一
次性最高 5 万元的学费补偿或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补助资金。

为吸引优秀人才在连就业创业，
大连市此前出台了《关于落实“5+22”

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及《大连
市吸引知名高校大学生在连创新创
业实施细则》。据介绍，项目由“名校
优才大连奖学金”和学费补偿或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两个具体项目组成。
申报对象是国内“双一流”大学以及
所学专业与大连重点产业发展契合
度较高的其他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
名度的高校、科研院所全日制在读
大学生和毕业两年内的毕业生、大
连行政区域内具有用人自主权和独
立法人资格的用人单位。

知名高校毕业生在大连创业
可获最高5万元学费补偿

本报讯 记者金晓玲报道
6 月 29 日，一架运载着十余吨跨
境电商货物的全货运飞机从沈阳
桃仙国际机场起飞，标志着沈阳
至首尔全货机货运航线正式开
通。这是继伦敦、洛杉矶、旧金山
货运航线后，辽宁自贸试验区沈
阳片区新开的第四条定期国际货
运航线，为沈阳制造、辽宁制造提
速出海及优质货品进口开辟了新
的渠道。

沈阳至首尔全货机货运航线计
划每周运行3班，由沈阳远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联合罗布长风供应

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运营。与此
前经停青岛再经海运转关沈阳相
比，新航线的开通将为相关企业节
省运输成本约20%，货物流通时效
大幅提高，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会显
著提升。预计到今年年底，该航线
可执飞约100架次，运送货物200万
单，货值约2亿元人民币。

目前，沈阳国际货运通达航点
覆盖欧洲、美洲、东北亚等地区，货
运航线网络持续优化完善。今年
上半年，沈阳远达国际快件监管中
心实现跨境货物吞吐量 450 余万
票，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沈阳至首尔全货机货运航线开通

本报讯 记者葛红霞报道 6月
29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按照教
育部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实施工作
的相关要求，我省2021年继续组织实
施教育部有关高校面向我省农村学生
招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教育部高校
专项计划”）和辽宁省重点高校招收农
村学生专项计划（以下简称“辽宁省高
校专项计划”），确保教育公平。岫岩
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等19个
区域的考生，可以报考两个专项计划。

省招考办日前发布辽宁省2021年

高校招收农村学生工作须知，明确教育
部高校专项计划和辽宁省高校专项计
划的实施区域和户籍地区范围。实施
区域为岫岩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
县、清原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
桓仁满族自治县、义县、阜新蒙古族自
治县、彰武县、西丰县、朝阳县、建平县、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票市、凌
源市、建昌县、康平县、本溪满族自治
县、凤城市、北镇市等19个县市；户籍地
区范围划定为上述实施区域的农村，即
省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年度城乡分类代

码中的村庄、乡中心区、特殊区域、镇乡
接合区、镇中心区和城乡接合区等。

报考两项专项计划的条件为符合
辽宁省2021年普通高考报名条件；考
生本人须具有上述户籍地区范围内连
续 3 年以上户籍；具有户籍所在县

（市）高中连续 3 年学籍并实际就读
等。根据教育部规定，有关招生高校
可在上述条件基础上提出其他报考要
求并在招生简章中明确。

在招生办法方面，教育部高校专项
计划，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录取工

作安排在普通类本科投档工作开始之前
进行。辽宁省高校专项计划安排在普通
类本科批次录取，按照我省招生工作有
关规定执行。对于已经投档并应被录取
的考生，不允许考生自愿申请退档。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育部
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台填写、提交报
名申请信息，报名参加教育部高校专
项计划；通过自愿填报专项计划，报名
参加辽宁省高校专项计划。各级招生
考试机构和中学将对审核后的考生信
息进行公示。

我省实施高校农村学生招生专项计划

岫岩等19个地区考生可报名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报道 6月
29日，记者从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了解到，截至 6 月 28 日 24 时，沈阳
市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 4209514
人、8161429 剂，其中 3951915 人完成
二剂次疫苗接种，超额完成二剂次
390 万人任务指标。即日起，沈阳启
动新一轮的第一剂次疫苗接种工作。

沈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董桂华表
示，目前，沈阳还有 20 多万人仅接种
了第一剂次疫苗，尚未完成第二剂次
疫苗接种，这些市民最好在 6月 29日
和 30 日两天完成第二剂次接种。进
入 7 月，沈阳市全面开展第二轮以第

一剂次为主，兼顾第二剂次接种的工
作模式，也就是 7月 1日后，沈阳将大
规模开展第一剂次接种，第二剂次不
设立专场，而是与接种第一剂次的人
一起排队、等候接种。

针对一些市民所担忧的出差去外
地或者外地来沈阳如何接种第二针？
董桂华解释，这两类人群均可以在异
地完成接种。需要注意的是，要带好
首针的接种凭证，或者有电子接种记
录也可以，且接种前要告知接种医生
此前接种的疫苗种类，需选择同种类
的疫苗完成接种。

沈阳市民目前主要接种的新冠疫

苗有两大种类，也就是俗称的两针疫苗
和三针疫苗，两针和三针疫苗不能混
用。生产企业为北京生物、长春生物、
兰州生物、成都生物的新冠疫苗可以交
替接种。为解决疫苗分装产能压力，扩
充新冠病毒疫苗原液的产能和制剂分
包装的能力，成都生物、兰州生物和长
春生物等企业负责了部分北京生物疫
苗的瓶装和外包装，虽然接种凭证“生
产企业”一栏显示为“长春生物”或其他
厂家，但新冠疫苗注射液均为北京生物
生产。也就是说，以上疫苗均为同一厂
家疫苗，并经药监部门批准，分别在上
述三个企业分装和包装生产。

董桂华提醒市民，疫苗接种不能
半途而废，务必完成全程接种。人体
在接种第一剂新冠病毒疫苗后，短时
间内会产生抗体，但这个抗体不足以
产生较好的保护作用，只有通过再次
接种，人体产生的抗体水平会大幅升
高，持续时间也会大大延长，最终达到
免疫效果。此外，为解决语言沟通障
碍，确保在沈阳市外籍人士能顺利接
种新冠疫苗，沈阳每个县区都设立了
一个指定的接种单位。通过延长接种
时间，开设夜场，提供全天候接种服务
和开通“绿色通道”，方便高龄老年人、
残疾人接种疫苗。

沈阳启动新一轮第一剂次疫苗接种
7月1日后新冠疫苗第二剂次接种不设立专场

本报讯 记者刘家伟报道
记者从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
悉，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登记效率
和便利化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7月1日起，鞍山将全面试行住
所（经营场所）登记自主申报承诺
制改革，用“一纸承诺”代替“住所
证明”，实现市场主体“非禁即入”。

据介绍，长期以来，营业执照
申请材料中的“住所证明”因取得
受限等原因，成为众多市场主体无

法获得合法经营资格的隐性壁垒，
是商事登记便利化改革的“堵点难
点问题”。

鞍山试行住所（经营场所）登
记自主申报承诺制改革后，申请人
在办理企业设立、住所变更、经营
场所备案时，只需提交载明住所

（经营场所）相关信息的承诺书，对
住所（经营场所）的真实性、有效性
自担责任，无须提交房屋权属证明
和房屋租赁协议等其他证明材料
即可办理营业执照。

用“一纸承诺”代替“住所证明”

鞍山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

本报讯 记者丛焕宇报道
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成为企
业服务的主动性、积极性，本溪市
科技局开动“党员大篷车”进企
业、入车间，用真诚为企业送去科
技服务。

本溪市科技局改坐等服务为
主动上门送科技，组建了“项目服
务大篷车”，将“辽宁生物医药产
业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以及“科普行动”源
源不断地派送到急需技术更新的
企业中去。

本溪市科技局深入全市高新
技术企业走访，有的放矢在高企申
报、平台培育、产学研合作等方面

开展项目服务，持续激发企业创新
活力。在“业务科室创新大篷车”
的助力下，先后开展了“揭榜挂帅”

“联盟建设”“科技攻关”“带土移
植”“高企培育”等活动，助力全市
科技创新各项工作实现新突破。

截至目前，本溪全市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额已达 2.8 亿元；完成
成果转化 32 项；培育创新主体雏
鹰企业 6 家；组织申报省“揭榜挂
帅”科技项目 5 项，预计争取资金
不低于 2000 万元；向省科技厅推
荐“带土移植”重大技术创新需求
项目 12 项……同时，促进科技成
里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成果
应用推广。

本溪“党员大篷车”
开进企业送科技服务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6
月 27 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沈
阳市在中街步行街举行“唱支山歌给党听”主
题快闪活动。来自社会各界的党员群众挥舞

着手臂随着节拍歌唱起来，组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用深情的歌声抒发对党的深厚感情和
无限热爱。

刘 帅 本报记者 陶 阳 摄

歌声颂党恩

民生·服务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连分行（含所辖各分支机构）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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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含所辖各分支机构）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自公告之日起立
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
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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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先生0411-66000864
联系人：单女士0411-8367997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1年6月30日

基准日：2021年2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债权清单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大连玖品莲婚纱
摄影有限公司

大连万亿源商贸
有限公司

大连丰汇新能源
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海创高科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7贷款字第E00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6贷款字第U01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1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0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1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2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3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4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5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6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7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8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49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2贷款字第F050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6贷款字第K624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兴银连2016贷款字第K625号

基准日债权
本金

14,000,000.00

29,999,999.00

3,300,000.00

4,982,502.25

基准日债权
利息

3,332,483.07

10,777,636.54

876,571.73

1,187,524.80

代垫费用

61,155.00

349,494.00

18,760.00

54,290.00

基准日债权余额
（本息合计）

17,332,483.07

40,777,635.54

4,176,571.73

6,170,027.05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1.王绍军《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为兴银连2017抵押字第E001号

2.王绍军《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连2017保证字第E001号

1. 张镭馨、李海林、孙海艳、张奕《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连
2016保证字第U023号
2.大连乐先商贸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连2016保证
字第U022号
3.沈阳乳业有限责任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连2016保证
字第U021号
4.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杨凯、张健美《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兴银连2016保证字第U024号

1. 大连九久光电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连
2012保证字第F027号

2.方跃色《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连2012保证字第F028号

3. 大连九久光电制造有限公司《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连
2012保证字第F004号

4.庄欣《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连2012保证字第F005号

李志良《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为兴银连2015保证字第W002号

抵质押物

王绍军持有的位于
大连市中山区解放
路 365 号的房屋〔辽
（2017）大连市内四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154676 号〕提供抵
押担保；

无

无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