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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于2021年7月28日在《辽宁日报》
刊登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对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
355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现我公司将在
原355户债权资产包的基础上增加沈阳国际
汽车城开发有限公司1户债权，本金2794.00
万元，利息 541.87 万元，债权总额为 3335.87
万元，贷款方式为保证和抵押。即拟处置债
权资产包处置户数由 355 户增加至 356 户。
变更后累计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102542.23
万元，其中本金合计 215972.06 万元，利息合
计 886570.17 万元（利息计算至基准日 2021
年6月30日，利息数额最终以司法文书确认
为准），资产分布：沈阳市、阜新市和锦州市
等。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产权交易所转
让、拍卖转让、协议转让、债务减免、执行和解
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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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
期为2021年7月29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
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
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
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
2021年7月2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355户债权

资产包处置公告的补充公告

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公开寻找债权人公告

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决定对一批因联系不到债权人
而无法偿还的债务进行清理。现将所涉债权信息予以公告，公开寻找债
权人。望相关债权人看到公告后，携有效证件至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办理相关事宜。具体债权信息见附件。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沈阳市大东区建设路115号
联系人：崔璨 陈鑫新 联系电话：024-62615299 62615232

沈阳市—欧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1年7月28日

1.债权单位名称：淮安浩驰建筑有限公司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3683525315x 债务名称：借款
协议签订日期：2009年6月18日
2.债权单位名称：沈阳东源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详 债务名称：借款
协议签订日期：2009年9月1日

房屋出租
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在阜新市太平区红树路73号有一处宾馆

对外整体出租，有意向者价格面议。联系电话：0418—5593739

封路通告
因省道法盘线（S214）阜新市境内泡子镇泡子铁路道口设备改造施

工需要，拟对法盘线（S214）K126+800至K126+900（泡子至五峰）区间
段施行全封闭。

封闭日期：7月30日至8月5日。封闭期间所有车辆禁止通行，请
按绕行路线图指示绕行。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①：阜新市↔101国道↔务泡线↔建碱线↔101国道↔彰
武县

绕行路线②：阜新市↔214省道↔泡子镇↔务泡线↔建碱线↔101
国道↔彰武县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阜新工务段
2021年7月29日

封路通告
经上级公路部门批准鞍山市饶盖线东方红桥黑大线朱家桥养

护工程施工。对饶盖线东方红桥路段实施全封闭，桩号为K1695+
865~K1696+080，长0.215公里。桥边已修建与施工现场隔离的便
道，可供车辆通行。

对 黑 大 线 朱 家 桥 路 段 实 施 全 封 闭 ，桩 号 为 K1467 +
917.055~K1467+960.945，长0.044公里。桥边已修建与施工现场隔
离的便道，可供车辆通行。

封闭日期为2021年7月25日至2021年11月15 日。
施工期间请一切过往车辆根据封路通告指示绕行，特此通告。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岫岩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21年7月29日

封路通告
因省道绥三线（S323）前槽岭隧道（在建工程）与既有公路下穿交叉(原

南老线K18.770)，既有公路距隧道拱顶埋深14.5米，为防止重车对隧道施工
扰动出现塌方等重大事故的发生，需对既有公路K123.250至K124.550（原
南老线桩号K17.700至K20.200）区间路段封闭交通，请过往车辆绕行乡级
公路佛东线。

封闭时间：2021年8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
因封闭交通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7月26日

美国政府退伍军人事务部 26 日
要求下辖医疗系统医护人员必须接种
新冠疫苗。这是美国首个强制雇员接
种新冠疫苗的联邦政府机构。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目前全
美近90%的地区新冠确诊病例数都在
攀升，新增确诊病例、住院病例、死亡
病例等关键指标大幅反弹，引发广泛
关注和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疫情正卷土
重来，而美国政府却还在忙着甩锅推
责，在国际上炒作“实验室泄漏论”，试
图栽赃嫁祸、转移矛盾。正如美国国
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所言，在应对疫情的进程中，
美国正走在错误方向上，让人失望。

大幅反弹
美疾控中心数据显示，截至 21

日，美国7日平均日增确诊病例约4万
例，较前一周上升 46.7%；7 日平均日
增死亡病例约 220 例，较前一周上升
9.3%。此外，截至19日，7日平均日增
住院病例约 3500 例，较前一周上升
32.2%。

美疾控中心指出，近期疫情指标
大幅反弹与高传染性的德尔塔毒株加
速传播有很大关系。目前，美国所有
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都是变异新冠病
毒，其中德尔塔毒株占主导地位，其导
致的确诊病例估计占近期全美新增确
诊病例的83.2%。

美国是全世界新冠疫情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其累计确诊数和死亡病例
数分别超过3400万和61万，均为“全
球第一”。美国《时代》杂志文章认为，
美国很可能已迎来新一波疫情反弹，
与之前几波反弹不同的是，这次的覆
盖面似乎更广，极有可能造成更为严
重的后果。

应对糟糕
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疫情卷土重

来有着多重原因。首先，疫苗接种率
不够。近来，在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
的同时，美国新冠疫苗接种进度却呈
减缓之势。美疾控中心网站数据显
示，截至 25 日，全美接种至少一剂新
冠疫苗的人数约为1.88亿，占总人口
的 56.8%；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数约为

1.63亿，占总人口的49.1%。
福奇今年 4 月曾表示，美国至少

要有70%的人接种疫苗，才有望实现
“群体免疫”。美国公共卫生局前局长
杰罗姆·亚当斯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
采访时说，美国疫情之所以再次失控，
是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人接种疫苗。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前疫情
模型数据显示，如果疫苗接种率不能
提高，美国面临的最坏情况将是每日
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达到4000例。

其次，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染性强、
来势汹汹，而美国多地却过早放松在
公共场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
疫措施，错误地放松了警惕。美疾控
中心在 5 月份发布新的防疫指南，不
再建议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参加
室内和室外活动时必须戴口罩。

再次，美国疫情仍深陷“政治化泥
沼”。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疫苗问题
上的严重分歧一直无法消除，加之美国
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疫苗的假新闻、阴
谋论太多，导致不少民众不愿接种。对
此，《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评论
说，这样的政治分裂是“致命的”。

忙于甩锅
面对卷土重来的疫情，美疾控中

心27日建议，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种者
在疫情传播严重区域的室内公共场所
仍需佩戴口罩。美国政府方面也在继
续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美疾控中
心主任萝谢尔·沃伦斯基指出，疫情现
在主要发生在未接种疫苗人群中。

与此同时，白宫还在忙于应对美
国社交媒体上关于新冠疫苗的不实信
息。总统拜登等官员近期把矛头指向
脸书公司，指责其对平台上关于疫苗
的不实信息放任不管。脸书方面则强
硬回应说，脸书不是拜登政府没完成
接种率目标的原因，暗示政府不要在
这个问题上甩锅。

观察人士指出，值得警惕的是，随
着美国疫情反弹越发明显，一些美国
政客在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方面也
越走越远，企图借此推脱应对疫情不
力的责任，维护自身及党派的政治私
利。对于美方这种甩锅推责、转移矛
盾的图谋，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疫情卷土重来 美国忙于甩锅
新华社记者

国际观察

7 月 27 日，市民在日本东京
戴口罩出行。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
计，截至27日18时30分（北京时
间17时30分），日本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 7629 例，自今年 1 月 9 日
以来首次超过7500例。

新华社发

日本新增
新冠确诊病例
超7500例

这是7月27日拍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
戈皮纳特在美国华盛顿出席线上视频新闻发布会的画面。当日，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将2021年全球经
济增长预期维持在6%不变，但警告复苏步伐正加剧分化。 新华社发

IMF警告世界经济复苏分化加剧

新华社阿比让 7 月 28 日电
（记者丁蕾 郑扬子） 尼亚美消息：
尼日尔石油、能源和可持续能源部
长马哈曼·萨尼·穆罕默杜日前视
察尼中在石油领域合作的阿加德
姆上下游一体化项目时表示，尼
日尔石油工业从无到有，在十几
年间发展迅速，依靠中国企业的技
术保障，大大提升了可持续发展
能力。

穆罕默杜高度评价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为当

地作出的贡献。他说，这一项目生
产加工的油品不仅用于尼日尔本国
消费，还将出口到邻国。

尼日尔是西非内陆国家，国土
面积四分之三被沙漠覆盖。该国曾
长期没有石油生产能力，成品油全
部 依 赖 进 口 ，价 格 远 高 于 周 边
市 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受到
制约。

2008年6月，中国石油与尼日尔
政府就阿加德姆上下游一体化合作
项目签署协议，项目内容包括油田

勘探开发、长输管道及炼油厂建设
与运营。2011年11月，项目一期投
产，迄今已累计采油769万吨，加工
原油608万吨。目前，该项目年产值
约占尼日尔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
一，每年上缴利税约占该国税收的
八分之一。

2019年9月，项目启动二期产能
建设。中国石油有关负责人表示，
二期项目将着力打造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发展试点，同时推动绿色低
碳和新能源业务发展。

尼日尔官员称赞中企
促进尼石油工业可持续发展

据新华社基辅7月28日电 乌克
兰总统新闻秘书尼基福罗夫 27 日宣
布，总统泽连斯基已任命瓦列里·扎卢
日内为新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27 日报
道，尼基福罗夫表示，此前泽连斯基
已解除原武装部队总司令霍姆恰克
的职务，主要原因是总统希望看到乌
武装部队与国防部之间能相互协
作。扎卢日内现年 48 岁，曾任乌武
装部队联合行动指挥部参谋长、武装
部队联合力量行动司令部第一副司
令，2019 年 12 月任武装部队北部作
战司令部司令。

乌克兰武装部队
总司令易人

新华社平壤7月28日电（记者
江亚平 洪可润）据朝中社28日
报道，朝鲜第七次全国参战老兵大
会 27 日在平壤举行，朝鲜劳动党
总书记金正恩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
参战老兵在20世纪50年代为保卫和
建设祖国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金正恩说，目前，一场前所未
有的世界疫情和长期的封锁已经
成为不亚于战争的考验。正如先
辈们在国难当头发挥最大的勇气
赢得胜利和荣誉一样，我们这代人
将继承优良传统，将今天的艰难险
阻转化为新的更大的胜利。祖国

解放战争胜利带来的伟大精神和
意志必将成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不断前进的永恒推动力。

金正恩还向在朝鲜最困难时
期并肩作战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及老兵表示
崇高的敬意。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
发，1953 年 7 月 27 日交战双方在
板门店签署《朝鲜停战协定》。朝
鲜将7月27日这一天定为“祖国解
放战争胜利纪念日”。为纪念“祖
国解放战争胜利”40周年，朝鲜在
1993年首次举行参战老兵大会。

朝鲜举行第七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

据新华社科伦坡7月 28日
电（记者唐璐） 斯里兰卡总统戈
塔巴雅27日在总统府会见中国驻
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时说，他曾领
导斯里兰卡军队与恐怖组织作
战，现在又领导全国人民与新冠
疫情作战，这两场艰苦战争“关键
时刻全靠中国”。

当日，斯里兰卡航空公司两架
运输中方援助物资的包机降落在
科伦坡。戚振宏与斯卫生部长万
尼亚拉奇、国务部长贾亚苏马纳等
共同前往机场迎接。

此后，戈塔巴雅在总统府会
见戚振宏，代表斯里兰卡政府和

人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疫情暴发以来向斯方不断提
供慷慨援助和支持。斯里兰卡
期待在中方帮助下早日完成疫
苗接种，欢迎中国游客尽早恢复
来斯旅游，期待中方加大与斯北
部、东部地区农业、渔业、能源等
领域合作。

戚振宏在会见中表示，中方相
信最新一批援助将为斯方保护人
民生命健康、不断扩大疫苗接种成
果、早日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生活提
供有力支持，这也再次表明中斯两
国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好邻
居、好朋友、好伙伴。

斯里兰卡总统感谢中国
援助新一批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拉各斯7月27日电
（记者郭骏）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
心27日说，截至当天，尼日利亚境
内已发现10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
德尔塔毒株的确诊病例。

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负责
人希奎·伊海克韦祖 27 日在尼首
都阿布贾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新冠病毒检测部门于7月8日

在阿布贾从一名入境旅客的检测
样本中首次发现德尔塔毒株，这
是该国首次报告德尔塔毒株感染
病例。此后，有关部门加强病毒
检测和基因测序工作，截至 27 日
共发现 10 例德尔塔毒株感染病
例。目前尼日利亚在机场等入境
口岸增加了防疫人员，严防病毒
输入和传播。

尼日利亚发现10例
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