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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自来水水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增资挂牌转让公告
经鞍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准，鞍山市自来水水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转让人）决定以挂牌方式转让

鞍山市自来水水务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51%股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人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可申请参加本项目挂牌转让活动。
本项目挂牌转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本次挂牌转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转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8月31日至2021年11月1日，到鞍山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索取。
申请人可于2021年8月31日至2021年11月1日，向我中心提出书面申请。此项目的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柒拾万元

（￥70万元），起始价为：人民币叁佰肆拾玖万叁仟叁佰元（￥349.33万元）。竞买保证金必须在2021年11月1日14时前打
入鞍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竞买保证金账户。经审查，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我中心将向其
发放《竞买人资格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

本项目挂牌地点为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时间为：2021年8月31日9时至2021年11月2日14时。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挂牌不受理口头、邮寄、电话或传真等方式竞买。
我中心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如下：
联系地址：鞍山市铁西区人民路269-271号 产权股权部 联系电话：0412-5572233
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款交款账户：
人民币开户单位：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鞍山市建鞍支行
账号：0704020329264037080

鞍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1年8月31日

我公司在清理长期挂账的应付款时，发现有部分单位
无法取得联系，为了使相关单位及时了解并行使权利，特
发此公告，请相关单位（或者法定代表人）持有效证明文
件，尽快与我公司联系。

一、联系方式
1.联系人：刘女士
2.电话：024-23138437
3.邮箱：2681311994@qq.com
4.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63号南湖电力大厦
二、截止时间：2021年11月30日
三、相关声明
1.请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为实际的权利人及应收账

款情况。
2.如未能在截止时间前主动联系我公司，我公司将依

法对应付账款进行处理。
四、无法取得联系的单位
河间市冀通电力器材有限公司；辽宁电力节能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赛尔聚源科技有限公司；北票三为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沈阳保加力电气有限公司；沈阳万宏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营口智远工程材料经销中心；宁波凯森
线缆有限公司；大连骏翔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常州江南电
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风顺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有能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誉阳新能源有限公司；石家庄市
电瓷有限责任公司；营口电建杆塔制造有限公司；沈阳华
易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葫芦岛市龙港供电开关有限公
司；河北北方电气金具有限公司；沈阳理想惠程电气有限
公司；华电扬州电力通讯设备公司；河南华泰电力设备有
限公司；锦州汇博工矿物资销售有限公司；河北沈三开电
器制造有限公司；朝阳正泰电器开发有限公司；上海胜华
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海巴斯电力新技术应用有限公
司；辽宁金环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光普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哈德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武进电缆有限公
司；中科遥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大连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四川启明星蜀达电气有限公司；朝阳长城电器销售有限公
司；沈阳志名科技有限公司。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分公司 2021年8月31日

公 告

关于对丹东市新区体育中心和污水治理工程配套管网
及泵站建设工程欠款专项清理的公告

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我局近期将对新区体育中心工程项目中已通过财政审定最终造价的工程项目进行专项债

权、债务清理。望各债权人对照欠款范畴，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内持与原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签订的合

同（协议）、财政审结报告及财务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向我局确认债权关系。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五经街六号（原丹东市住建委）

联系人：王嘉瑶

联系电话：0415-2120533

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9月10日11时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甲2号正东国际大厦B座9层拍卖

厅举办拍卖会，公开拍卖委托人对辽宁东北摩尔置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资产及其附属权利。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9月9日 预展地点：嘉禾公司 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9月9日16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我公司指定账户，保证金以到账为准，并于2021年9月9日

17时前到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咨询电话：010-67117777 联系人：王先生18610060017 冯先生13811666625

遗失声明
▲沈阳市金桥服装厂营业执照正本遗失，号码：24068903，声明作废。

▲沈阳市金桥服装厂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号码：24068903，声明作废。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记者
史竞男） 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国家新
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就通知有关背景
和要求，接受了记者专访。

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通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立
场，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从严从紧，聚
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关键
环节，主要提出四方面举措。一是在
原有规定基础上，进一步限制向未成
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段时长，
要求网络游戏企业大幅压缩向未成年
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时间，所有网络游
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
节假日每日的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
人提供 1 小时服务，其他时间一律不
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二
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络游戏防沉迷
实名验证系统已建成运行后，重申严
格落实网络游戏账号实名注册要求，
明确所有网络游戏必须接入该系统，
所有网络游戏用户必须使用真实有效
身份信息进行游戏账号注册和登录，
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含游
客体验模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

用户提供游戏服务。三是加强对防沉
迷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针对网
络游戏企业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间限
制、实名注册、规范付费等方面要求的
落实情况，出版管理部门将加大检查
频次和力度，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
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四是积
极引导家庭、学校等社会各方面行动
起来，切实承担监护守护职责，共同营
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环
境，形成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的工作合力。

问：通知严格限制网络游戏企业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时间的
考虑是什么？

答：每一代青少年都会有自己的
游戏，网络游戏互动性、沉浸性、仿
真性强，操作便捷，天然具有更强吸
引力。未成年人还处在身心发育阶
段，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过度使
用网络游戏、甚至产生依赖，因此一
直是网络游戏管理和防沉迷工作的
重点。2019 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关
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
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长，法定节假日
每日累计不得超过3 小时，其他时间
每日累计不得超过 1.5 小时。对此

不少家长反映该标准仍较宽松，建
议从严压缩。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学
习生活和健康成长需要，此次通知
对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网
络游戏服务的时段时长作出更加严
格的限定，更好地引导未成年人积
极参与体育锻炼、社会实践以及各
种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娱休闲
活动。同时，这项规定也体现了今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网络游戏
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设置
相应的时间管理有关要求，并在“网
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每日二十
二时至次日八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
络游戏服务”基础上，顺应群众呼
声，作出了更严格细致的规定。

问：家庭、学校在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方面应发挥哪些作用？

答：网络游戏沉迷是一个社会问
题，防沉迷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政
府、行业要始终把防沉迷作为游戏管
理的重中之重，严格防沉迷管理的
制度和执行，扎实推进防沉迷工作；
另一方面，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需要广大家长、老师更好履行
监护教育职责，切实承担起保护未

成年人的法律责任，加强关爱陪护
和约束规范，引导孩子们形成良好
生活习惯和用网习惯。比如，国家
新闻出版署防沉迷实名验证系统建
成后，为企业和用户提供权威准确
的身份验证，推动防沉迷工作迈出
了关键一步。但同时，一些未成年
人使用家长身份信息或购买成年人
身份信息绕过实名认证，突破身份限
制，使得时段时长限制无法发挥作
用，成为影响防沉迷效果的一个重要
原因。这个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家
长加强监护督促，学校加强教育引
导，更好地帮助指导未成年人了解掌
握法律规定，严格执行相关要求。下
一步，国家新闻出版署将会同教育
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组
织中小学校开展专题教育，推动广大
家长、老师、学生认真学习相关政策
法规要求，培养和提高网络素养，督
促家长加强对孩子游戏账户的管
理，指导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游戏
时进行真实身份验证，严格执行未
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段时长规定，
形成落实防沉迷要求的社会合力。我
们也将督促网络游戏行业加强与家
长、老师、学校的联动沟通，共同为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就《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答记者问

8月29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人们查看火箭
弹袭击现场。

据阿富汗黎明电视台报道，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居民区当日遭火箭
弹袭击，造成6名平民死亡。报道援引阿富汗消息人士的话说，火箭弹击
中了喀布尔市第15警区的一幢房屋，造成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6名平民
死亡。

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29日说，美军当天在喀布尔对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阿富汗分支目标实施空袭。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在一份声
明中说，美军无人机当天在喀布尔对一辆汽车实施空袭，解除了“伊斯兰
国”阿富汗分支对喀布尔机场的威胁。 新华社发

阿富汗首都居民区遭袭

据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28日就美国
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
谈话。谈话全文如下：

近日，美国情报部门炮制所谓
溯源问题调查报告。这份所谓报
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
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美
方还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攻
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
方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多次重申，新冠病毒溯源
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
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
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于政
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拿不出
任何真凭实据，却一再编造谎言，
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他们的目
的就是借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
推责，散播政治病毒。美国动用情
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
题政治化的铁证。

美方指责中国在溯源问题上
不透明、不配合，这完全是睁眼说
瞎话。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
全球溯源科学合作，本着科学、开
放、透明的原则，先后两次邀请世
卫专家来华开展病毒溯源研究。
今年初，国际和中国权威专家组
成联合专家组，在华进行了为期
28 天的考察研究，并发布了中国
—世卫组织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得出了权威、专业和科学的结
论，为全球溯源合作打下良好基
础。我们始终支持并将继续积
极参加科学溯源，但坚决反对搞
政治溯源。

在溯源问题上，不透明、不负
责、不合作的恰恰是美国。美方至
今拒绝回应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
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 200 多个
海外生物实验基地等合理怀疑，试
图掩盖真相，逃避责任。美国有责
任和义务给全世界一个交代。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就美国情报
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谈话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国家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就美国情报
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接受
记者专访。曾益新表示，由美国的情
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
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
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
目了然。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
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
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
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
为“甩锅”的工具。

中国政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
合作的原则，全力支持开展科学溯源
研究。2020年7月与世卫组织先遣来
华专家共同商定制定了工作任务书
（TOR），今年年初接待世卫组织国际
专家组正式来华开展病毒溯源全球研
究中国部分的工作，并严格按照TOR
开展溯源相关研究。国家卫生健康委
和地方政府一起尽全力组织协调，完
全满足世卫组织专家参访要求，去了
所有他们想去的单位，包括金银潭医
院、华南海鲜市场、武汉病毒研究所等

9家单位；会见了所有他们想见的人，
包括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
员、市场管理人员和商户、社区居民、
康复患者、罹难者家属等等。中方专
家与世卫组织专家共同开展研究、共
同起草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论，最终
确定了病毒出现途径的几种可能性：
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可能到比较
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是“比较可
能到非常可能”；通过冷链传入是“可
能的”；实验室引入是“极不可能”，并
于今年 3 月份正式发布联合研究报

告，受到全球科学界的高度肯定。为
做好下一阶段溯源工作，中方专家 7
月份还向世卫组织专家提交了工作
建议。

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
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
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希望美方能
够意识到病毒才是人类共同的敌人，
真正地将新冠病毒溯源作为一个科学
问题来对待，鼓励各国科学家通力合
作，支持科学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
球多国多地深入开展溯源研究。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接受专访时表示

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

据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9 日电
（记者刘垠）8月29日，科技部组织召
开专家座谈会，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
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进行研讨。

专家一致认为，病毒溯源是科学
问题，将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交由情
报部门进行调查，严重违反科学精神，
缺乏科学性，也无可信度，完全不具有
说服力。这是一份政治报告，不属于
科学溯源范畴，严重干扰了全球科学

溯源的进程。
专家指出，病毒溯源问题应该

由科学家来完成，以科学的态度、科
学的方法、科学的事实，进行客观严
谨的溯源研究。中国政府始终积极
支持科学家开展科学溯源工作，围
绕动物溯源、人群溯源、分子溯源、
环境溯源等重点方向，开展了深入
研究，为世卫组织来华联合溯源研
究提供了大量详实而客观的科学支

撑。同时，中国还与各国科学家积
极开展合作，截至8月，中国与美国、
英国等国外团队联合发表溯源相关
论文 241 篇，国内研究团队发表研究
论文395篇。

随着全球合作研究的不断深入，
线索不断增多，认识进一步明晰，越
来越多的科学发现和研究结果，不断
更新我们对新冠病毒起源的认知，更
加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更为广泛

的研究。
专家强调，病毒溯源的主要目的

是查找病毒的动物源头和向人类的传
播途径，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防止同类疫情再次发生。当前新
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虐，美国政府
借病毒溯源进行政治攻击的行径，向
全球传递了错误信息，严重干扰了科
学溯源进程，极大损害了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

科技部召开专家研讨会

坚决反对以政治溯源干扰全球科学溯源
新华社波哥大8月 29日电

（记者高春雨） 加拉加斯消息：委
内瑞拉政府 29 日发表声明，指出
美国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的做
法“十分危险”，呼吁国际社会一致
予以谴责。

委外交部当晚在官网和社交
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在新冠病毒溯
源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上，“美国
政府企图将病毒起源与中国联系
起来”，这种“危险做法丝毫无益于

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声明指出，委方坚信新冠病毒

溯源是科学问题，需多方共同合
作。委政府还在声明中赞赏了中
国为国际社会应对疫情所提供的
合作与帮助。

委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随后在社
交媒体转发了该声明。她表示反对
美方这一“不公平、不合理、毫无科
学依据”的做法，并重申委方将与中
方一道，共同合作抗击疫情。

委内瑞拉政府发表声明称

美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十分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