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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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收购的本溪碧水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按本金的年利率24%计算，截至2021年8月20日债权
总额47246.98万元（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其中：剩余本金
17872.09万元、收购利息7367.78万元、重组收益22007.11万
元；按协议约定计算，截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债权总额
144275.68 万元（最终以法院认定为准），其中：剩余本金
17872.09万元、收购利息7367.78万元、重组收益71421.49万
元、违约金47614.33万元。

贷款方式为抵押、质押和保证。抵押物为本溪碧水云
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本溪市明山区高峪街道办事处
高峪社区的土地使用权和其位于本溪市明山区滨河南路
808-22栋等17栋楼、808-2栋、808-6栋的在建工程（具体以
抵押登记部门登记为准）。质物为本溪碧水云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保证人为程晓红。

该债权已部分诉讼，现处于执行阶段，已查封包括抵押
物和质物在内的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相关土地使用权、房
产、股权。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

处置方式：单户或打包处置，采取债务追偿、租赁、转
让、资产重组、委托处置、资产证券化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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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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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和平区南三好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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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本溪碧水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拥有以下5户企业的债权。

（一）截至2021年6月20日，同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本金余额39987623.20元，利息6317943.01元。该户债权的担保
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保证人：广州诚恒化工有限公司、辽宁嘉合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宋铁铭、黎源。抵押物：1.同益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抚顺市东洲区城乡路6号，总建筑面积为10385.58平方米的5幢房产及1宗土地面积为36155平方米的
土地使用权，目前闲置状态；2.黎源及共有人宋铁铭提供的位于抚顺市顺城区临江东路27号楼3号、4号、5号、6号门市，共分
摊占地面积124.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042.96平方米的4套“水岸东城”花园1-2层临街商业网点。现整体出租给辽阳银
行储蓄网点使用。

该笔债权已诉讼，并申请执行，进入司法评估拍卖阶段。
（二）截至2021年6月20日

我分公司拟对上述（一）（二）5笔债权进行打包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现予以公告。以上债权本金及利息数据以
最终法院判决为准。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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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
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于先生、唐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5858-311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862425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企业名称

辽宁同益石化有限公司

抚顺瑞星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抚顺卓宇经贸有限公司
抚顺澳赛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债权本金

79,720,520.20

10,052,850.39

10,283,126.10
4,399,390.43

利息

8,022,236.98

1,353,714.27

1,390,553.29
606,371.01

保证人
同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嘉合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宋铁铭、
黎源
徐东宇、抚顺胜仁担保有限公司、辽宁丰源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丰源担保、抚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王秀彦、赵常胤、王晓明
胜仁担保、张顺、杨懿芝、陈大胜、魏海容、孙丽华、王革

遗失声明
▲车牌辽HL6690营运证丢失作废。

▲沈阳霓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刘洋的房地产预收款发票遗失，发票

号码：16602188，地址：沈阳市津桥路104-1号1-16-1，面积：94.59平方米，金

额：1071020元，声明作废。

▲辽宁悦利建设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悦利装饰装修有限公司），我

公司在2005年承接的沈阳万丽城晶座装饰装修工程，我公司于2005年11月

30 日交纳了该项目的质量保证金 200000.00 元（贰拾万元整），票据号码为

2005-2438，由于时间太长公司保存不当，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本人朱志强不慎丢失滨河湾二期项目房款收据，金额0.7元，房间号35#1—

30—3，地址：和平区和安街80-8号，声明收据原件丢失，如发生任何经济纠

纷，由本人承担一切责任，与开发商无关。

单位：元

“疫情海啸”再度席卷美国，这是
自 2020 年 3 月以来美国的第四波新
冠肺炎疫情。美国的疫情曲线在过
去一年多里从未被“拉平”过，累计感
染病例已经超过3800万、累计死亡病
例已经超过64万。美国拥有世界上
最强大的医疗体系和顶尖的医疗技
术，号称拥有最优秀的公共卫生队伍
并建成了最完备的应急管理体系，却
交出这样一份“不及格”的疫情防控
答卷，不仅让美国人民愤懑，也让国
际社会震惊。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几年来美国
的医疗卫生支出水平持续增长，2020
年医疗卫生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
比高达18%。强生、辉瑞、默克、再生
元和史赛克等美国著名医药企业在
疫情期间的业绩激增，股价也屡创新
高。疫情防控一败涂地，却赚得盆满
钵满——这样强烈的反差令人出离
愤怒，这是个什么医疗体制？！它究
竟是为资本还是为生命？

美国医疗体制：先进与
落后畸形并存

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
素决定其分配给医疗卫生的资源水
平。长期以来，美国在医疗卫生领域
的投入位居世界前列，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人均医疗成本最
高的国家。然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公
共卫生基础设施却严重落后，能够覆
盖广泛中下层人口的基础医疗服务
十分滞后。先进性和落后性畸形并

存的格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
无遗。

巨额投资下的美国医疗资源世
界领先。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
计，2010年至2020年期间，美国医疗
卫生支出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占比
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占比的两倍，
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更是经合组织
国家平均数的两倍之上。

在如此高昂投入之下，美国的医
疗资源和医疗水平从市场表现来看
是世界一流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生物制药市场，占全球药物市场份
额的1/3。根据药物研究和制造商协
会的数据，美国公司进行了全球一半
以上的药物研发，拥有大多数新药的
知识产权。2018年，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药物评价与研究中心批准
了 59 种新型医药产品，创下历史新
高，其中大部分产品是针对罕见病
的。美国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医学人
才，2020年的3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中就有两位美国人。除此
之外，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医疗设
备市场。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7
年美国医疗设备市场规模高达 1560
亿 美 元（占 全 球 医 疗 设 备 市 场 的
40%），预计到 2023 年将增长到 2080
亿美元。

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居高不下源
于资本垄断。相比经合组织的其他
国家而言，美国的医疗卫生公共支出
的水平基本持平，高出部分主要集中
在美国的私人医疗支出。也就是说，
美国的医疗体制之下是有钱人的天
堂。以平均住院成本为例，美国的住

院成本高达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住院
成本的两倍，而价格是美国和其他
经合组织国家之间成本差异的主要
原因。

造成美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
重要原因在于大资本对医疗行业的
垄断。美国的医疗行业是个高度垄
断的行业，缺乏自由竞争。大资本通
过兼并收购等方式紧紧把控住院服
务和医药产品的定价权。为了寻求
利益的最大化，医院的人工费用、服
务费用和医疗产品的价格被不断哄
抬。不仅如此，美国医学会、美国医
院协会和美国药品研究和制造商协
会等利益集团每年更会投入大量政
治献金，通过游说寻求其在政治领
域内的代言人，推行有利于医疗服务
供应方的政策，从而强化他们的市场
力量。

美国公共卫生基础设施长期滞
后。美国用于医疗卫生领域的人均
行政费用约为其他经合组织国家平
均水平的4倍，远远超过美国在疾病
预防或长期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
因此，尽管医疗卫生支出很高，但是
从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常见健
康指标看，美国人民的健康状况比诸
多经合组织国家差。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帮助各级政
府有效预防疾病并为紧急情况和持
续挑战做好应对准备，但缺乏盈利
空间。与美国所拥有的顶尖的医疗
人才、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丰富的医
疗资源相反，美国的公共卫生基础
设施近年来处于长期滞后状态。美
国各州的公共卫生部门资金长期不

足，联邦层面的公共卫生基金也被
大幅削减。

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各
州和地方公共卫生机构近4万个工作
岗位被裁撤，同时由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管理的应急准备和响应计划的
联邦资金被削减了近半。由于美国
的防疫体系依赖于各州卫生部门的
检测和病历跟踪，再由疾病控制和预
防中心进行信息汇总和指导部署。
因此，长期滞后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直接导致了疫情中各州卫生部门人
手的严重短缺，从而造成了防疫过
程中检测能力、病历跟踪能力、安排
治疗能力的落后和抗疫的低效。这
也就可以部分解释美国昂贵的医疗
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了。

资本利益主导下，美国
医疗体制抗疫必然失灵

资本裹挟下的美国医疗体制导
致医疗费用居高不下，投资不足的
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又在很大程度上
限制了美国人民获得基本卫生保障
的可能性。这是造成美国在新冠肺
炎疫情中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在疫情中，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凭借
疫情大肆敛财，美国的底层民众却
因无法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而深
受其害。这种资本利益主导下的美
国医疗体制必将导致美国式抗疫的
失灵。

美国医疗大资本借新冠肺炎疫
情财富激增。资本从来不是为了解

决危机，而是借助危机来攫取高额利
润。在此次疫情之中，美国的医院和
医药公司并未降低医疗费用——事
实上，与欧洲相比，美国境内各类新
冠疫苗的价格普遍高于欧洲。通过
疫苗的研发与专利申请、医院资源的
挤兑等方式，美国的大医疗资本在此
次疫情中赚得盆满钵满。

以美国几家著名制药公司和医
疗设备生产公司的业绩为例。从
2020年3月至今，美国的强生、辉瑞、
史塞克和再生元制药等公司的股价
都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辉瑞公司
2021 年中报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68.24%，再生元制药2021年中
报的营业收入更是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102.83%。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以美
国蓝领工人和日益衰减的中产阶级
为代表的大部分美国人还处于艰难
度日之中，沦为疫情和经济大衰退的
受害者。不仅如此，大量低收入人群
在获取食物、保持工作岗位和获得基
本卫生保健方面困难重重的同时，又
将自己的资金投入股市，以此作为仅
有的投资渠道，从而导致海量资金涌
入美国股市，又进一步使美国大资本
的财富暴增。

美国政府的救助政策意在救资
本而非救人命。

资本所垄断的不仅仅是市场，还
有政策制定。美国利益集团强大的
游说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国
政府的政策走向。疫情之中，美国两
党政客提出的抗疫措施都是从背后
的资本集团利益出发，并且迎合自身

的选民需求以扩大政治基本盘。政
府奉行“资本至上”的行事逻辑，对于
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医疗费用昂贵
问题，既没有意愿也缺乏能力去改变
——不仅没有通过大幅降低医疗成
本来控制疫情，反而维护大资本的利
益，一味追求经济复苏而忽视了其对
国民生存权的保护责任。

观察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提
出的疫情救济计划，不难看出，美国
政府的救济政策倾向于维护资本利
益。特朗普签署的《新冠病毒援助、
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共计投入 2
万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但其中与
医院、医疗保险和其他医疗相关的
经费仅有 1800 亿美元，仅占总投入
比例的 9%，而给大公司企业、小型
企业的贷款基金则分别高达5100亿
美 元 和 3770 亿 美 元 ，占 总 投 入 的
44.35%。拜登政府于 2021 年 3 月签
署的经济救助计划，计划投入 1.9 万
亿美元进行疫情救济，其中直接金
融援助高达 6561.8 亿美元，占总投
入比例的 34.5%，而卫生领域仅投入
862.4 亿 美 元 ，占 总 投 入 比 例 的
4.5%。

美国的医疗体制为垄断大资本
服务，垄断资本主导着美国的医疗卫
生政策设置，因而在不断强化大资本
的垄断性。这种“为资本不为生命”
的体制特点决定了，美国各级政府、
各类社会组织和个人缺乏团结抗疫
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基础，也决定了美
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
危机的必然失败。

（《光明日报》8月23日文章）

只为资本 不为苍生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医疗体制之痛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病毒溯
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连日
来，多国政要、学者和专家等纷纷发
声，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安
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
加强抗疫合作，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
溯源问题政治化。

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
应加入政治因素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8 月 16 日
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
化。他说，一些西方国家操纵病毒起
源问题，旨在攻击中国，委方谴责这一

“卑劣行径”。马杜罗感谢中国向委内
瑞拉抗疫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表
示大量来自中国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保
障了抗疫物资供应，委方将继续与中
国保持长久合作。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13日说，新冠

病毒溯源不应加入政治因素。他认
为，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不
人道的，各国科学家必须共同努力找
出疾病出现的原因。“我们要知道事
实，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知道
真相只是推卸责任，就无法最终战胜
疾病。”潘坎说：“不论是病毒溯源还
是寻找病毒出现变异的原因，都要以
科学为基础，而不应加入政治因素。”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0 日称赞
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作贡献，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和
污名化。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与团结，拒绝将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政
治化、特指化、污名化；古巴认可中国
本着透明、负责态度为抗击疫情所作
贡献。

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病毒溯
源工作应该公正客观，不应被政治操
弄。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有时会导
致灾难性的后果。现阶段最重要的

是向世界各国分发足够的疫苗，所有
国家共同努力来战胜新冠肺炎疫
情。“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许多富裕国
家积累了大量疫苗，但他们没有与那
些较贫穷的国家分享。”莫门对中国
政府和人民在孟抗疫斗争中所给予
的帮助表示感谢。

马耳他外交部长埃瓦里斯特·巴
尔托洛表示：“我们的敌人是新冠病
毒，而不是彼此。我们要弄明白疫情
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发生，但这一
切都应该基于证据。我们不应该借
公共卫生来玩弄政治。”

所谓“实验室泄漏论”
经不起科学审视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近日
在署名文章中说，疫情暴发之初，个
别国家就存在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
签化的情况，甚至封城、接种疫苗等
措施也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还混杂

了许多阴谋论论调。一年多过去了，
这样的论调仍能听到。新冠病毒溯
源更是被严重政治化，直接导致仇恨
犯罪增加。

埃及前驻华大使阿里·希夫尼表
示，世卫组织秘书处近期提出的第二
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主要是迫于某些
大国的压力，且出于一些政治化因素
的考量。他认为，部分西方国家向世
卫组织施压，根本目的是要激起舆论
对中国公布疫情信息透明度的怀疑，
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通过给
许多问题和危机附上政治色彩来实
现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希夫尼说。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
实验室制造的，所有这些说法（‘实验
室泄漏论’）都经不起科学审视。”英
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病毒
基因组学负责人戴维·罗伯逊说：“目
前，所有数据都强烈地指向一个方
向，即这是一种自然病毒，而不是实

验室制造的病毒。我们需要相信已
有证据，相信有研究病毒进化及出现
方面经验的专家。”

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
共同努力来解决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
莫尼勒日前表示，新冠病毒溯源是非常
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始终秉持科学、专
业、客观精神，坚定反对将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政治化，支持和引导全球抗疫和
溯源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马尔代夫媒体人哈姆丹·沙基尔
8日在“马尔代夫新闻网”发表文章指
出，美国偏离科学事实，将新冠病毒
溯源研究政治化。文章说，虽然大多
数国家都在进行合作，并呼吁对病毒
起源进行透明和科学的调查，但是美
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采取了顽
固立场。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
的政治化和偏离科学事实的行径，是

完全不道德的“栽赃嫁祸”，目的是为
其未能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不能控
制本国疫情推卸责任。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流行病学
专家埃莱娜·雷耶斯日前表示，应将
病毒溯源工作视为抗疫“机遇之窗”，
共同整合有限的抗疫资源，加大力度
培养生物医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才。
同时，各国遇到错误信息或信息遭到
扭曲时，也应基于科学证据及时解释
说明。

巴尔托洛表示，全球面临着疫苗
接种严重不均的挑战。“我们正处在
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且随着病
毒的变异，这个阶段比我们预想的
还要长。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
只有世界各国普遍安全，本国才能
安全。”巴尔托洛认为，全球性问题需
要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独善其身，或者独自解决这些
问题，找到合作的方式非常重要。”

（《人民日报》8月23日文章）

病毒溯源工作不应被政治操弄
——多国政要、专家学者等发声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人民日报记者 吴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