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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
与正25日再次提醒韩国，消除双重标准
和对朝偏见，结束敌视政策。她说，只
有保持公正和彼此尊重，朝韩首脑会晤
等改善关系的事宜才会有所进展。

金与正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
恩的胞妹，协助金正恩处理对韩、对外
工作。这是她连续两天就朝韩关系发
表谈话。

按照韩联社的说法，金与正虽然
提到这是她的“个人看法”，但相比24
日第一篇谈话，列出首脑会谈等具体
事宜，令人关注韩朝关系能否在韩国
总统文在寅明年5月任期结束前迎来

突破口。
文在寅 21 日在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中谈及朝鲜半岛问题，说希望
相关各方能发表朝鲜战争终战宣言。
金与正 24 日在谈话中说，这是“十分
有趣的提议和好想法”，但在韩美目前
对朝政策和态度下，“即使宣布终战，
也不会改变什么”。

朝中社 25 日播发金与正第二篇
谈话，语气显得更为和缓。金与正说，
她连续两天“密切注视”韩方政界动
向，发现韩国各界希望早日恢复僵化
已久的朝韩关系、实现和平稳定的氛
围空前强烈，而朝方有同样期待。

“我认为，北南双方没必要彼此没
事找事，打口水仗、浪费时间。”她说。

同时，金与正进一步重申改善朝
韩关系的条件，提醒韩方“即便说一
句话也要事事慎重、深思熟虑”，不
要仿效美国搞“双重标准”，把朝鲜
维护自卫权的行动污蔑为“挑衅”，
却把自己的扩军活动美化成“确保对
朝遏制力”。

这番话的背景是，朝鲜和韩国近
期分别进行新型导弹试射。

受朝美核谈判停滞等因素影响，
朝韩关系裹足不前。去年6 月，朝方
批评文在寅政府未能阻止“脱北者”团

体向朝境内散发反朝传单，炸毁位于
朝鲜开城工业园区的朝韩联络办公室
大楼。今年7月27日，韩朝双方恢复
中断13个月的联络热线。不久，因韩
美举行联合军演，朝方拒接韩方例行
联络电话，以示抗议。

韩国智库世宗研究所朝鲜研究中
心主任郑成长 24 日接受韩联社采访
时说，朝方以往经常在韩美联合军演
期间态度强硬，在军演结束后变得和
缓。从金与正谈话看，朝鲜可能会在
恰当时机重新恢复南北联络热线，并
在合适场合寻求与韩对话。

据新华社专特稿

金与正连续两天对韩释放缓和信号

朝韩关系僵持状态或将松动

拉帮结派秀姿态
今年 3 月，美日印澳四国曾以线

上方式首次举行领导人级别会晤，而
此次华盛顿会晤是首次四国领导人
线下会议。会晤后公布的文件显示，
四国将在疫情应对、卫生安全、基础
设施、气候变化、人文教育、关键和新
兴技术、网络安全和太空等领域展开
合作。

尽管四国领导人在公开发言及联
合声明中避免直接点名中国，美方官员
也称“四国机制”是聚焦现实合作且不
针对单一国家的“非正式机制”，但舆论
普遍认为，该机制的意图显然是应对中
国在地区内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四国机制”并非美国在亚太地区
打造的唯一多边机制。就在不久前，
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新的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由美英支持澳建
造核潜艇。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
院研究员张洁指出，拜登政府上台后，

加快美日印澳四边对话的机制化建设
进程，将其作为推进所谓“印太战略”
的支柱性地区机制。搞多边机制拉更
多盟友和伙伴加入大国战略竞争，拜
登政府的这一策略越来越清晰。“澳英
美联盟”侧重于安全领域，“四国机制”
现在又加强经济等领域合作，美国企
图让这些机制形成互补，最大限度达
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冷战思维不得人心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亚太地区

搞“小圈子”外交，加剧地区紧张，严重
危害地区安全稳定，也损害地区国家
利益，不得人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
副所长张腾军表示，“四国机制”无疑

是冷战思维作祟的产物，亚太地区陷
入“新冷战”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过
去几年，亚太安全局势相对稳定，但该
机制出现后，域外力量不断介入，整体
安全稳定被扰乱，一些热点问题可能
再次升温。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
波指出，美国“印太战略”忽视亚洲地
区中小国家日益增强的政策独立性，
地区内绝大部分国家不愿看到中美走
向完全零和博弈，不愿在中美之间选
边站队。

各有各的“小算盘”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希望利用“四

国机制”搞大国竞争，但由于四国内部
存在分歧，加上资源和能力有限，这一

图谋将难以得逞。
张腾军表示，“四国机制”半年举

行两次峰会，看似进展顺利，但实质成
果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各国关心的
侧重点不同，投入资源的力度也不
同。而且在对华心态上，美国希望将
该机制打造为全面对抗中国的“小圈
子”，但其他国家并不一定希望与中国
激烈对抗。

有着不结盟传统的印度被认为是
四国里最谨慎的成员。印度学者拉
贾·莫汉指出，印度国内对“四国机制”
一直存在“两种声音”，但即使对该机
制表示欢迎的“声音”也担心，印度政
府将因此放弃不结盟政策以及长期秉
持的外交独立战略。

美国在亚太地区搞各种亲疏有别
的“小圈子”也引发印方不满。印度观
察家研究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哈什·潘
特表示，“澳英美联盟”让印度越来越
担心，美国建立的类似安排将削弱“四
国机制”在战略层面的必要性。

据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美国主导“四国机制”意欲何为
核心
提示

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领导人24日在华盛
顿会晤，表示将深化关系，推进合作以应对挑战。尽管美
方声称“四国机制”不针对特定国家，但会后公布的文件显
示其针对中国的意味明显。

上图：9月24日，西班牙拉帕尔马
岛居民载着家具驶离受火山影响的
区域。

下图：9月25日，大量民众在西班
牙拉帕尔马岛港口等待离岛。

拉帕尔马岛的老昆布雷火山自9
月24日开始喷发加剧，岛上机场于25
日关闭，进出岛的方式只剩下轮渡，
大批民众紧急撤离。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西班牙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加剧
据新华社里斯本 9月 25 日电

（记者赵丹亮）第14届“汉语桥”世界
中学生中文比赛葡萄牙赛区决赛暨
葡萄牙首届中学生中文演讲比赛 25
日在线上举行，来自波尔图的两名中
学生分获中文比赛冠军和演讲比赛
一等奖。

来自波尔图的爱丽丝·席尔瓦获
得中文比赛冠军，并将代表葡萄牙赛
区参加第十四届“汉语桥”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同样来自波
尔图的阿布里尔·梅迪娜获得演讲比
赛一等奖。

葡萄牙举办“汉语桥”
中学生比赛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5日在
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
者会上表示，没有阿富汗塔利班
的合作，阿富汗的政治进程是不
可能实现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
切莱特24日表示，2011年3月
至 2021 年 3 月 期 间 ，共 有
350209名平民在叙利亚冲突
中死亡，其中大约每13人就有1
名妇女和1名儿童。

●英国媒体25日报道，英国政府
准备以发放短期签证的方式引进
大约5000名外国卡车司机，以缓
解境内燃油和食品等货物缺人运
输的危机。 均据新华社电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拟对
拥有的朝阳重机集
团有限公司、辽宁
大阳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等 4户不良债
权资产进行处置，
现予以公告。

一、交易条件

要 求 买 受 人
信誉良好，需一次
性 或 分 期 支 付 转
让 价 款 且 资 金 来
源合法，并可承担
购 买 债 权 所 带 来
的风险。

二、债权资产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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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宽限补偿金、利
息及孳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宽限补偿金、利息、
孳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
规的规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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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
在较大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4.本次处置为债权转让，并非转让对应的已抵押实物资产。实物
资产的实现，由债权买受人自行负责，债权交割以现状为准。

5.本交易项下的不良资产将按其现状出售，本公司不对资产的状
况做任何声明或保证。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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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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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置方式：公开竞价。

公告期限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公告期内受理以
上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4746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476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9月27日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朝阳市重型机械制造厂、朝阳
重机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人名称

辽宁大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辽宁新辽贸易有限公司

沈阳德力成商贸有限公司

本金（元）

102,850,000.00

本金（元）

79,999,999.99

38,026,894.08

49,289,184.49

宽限补偿金（元）

111,897,943.06

利息（元）

3,886,959.88

10,509,604.02

12,255,159.59

债权合计（元）

214,747,943.06

孳息（元）

62,826,398.36

49,225,813.92

63,804,849.13

担保措施
抵押物：位于朝阳市龙城区朝阳工业新区电厂路西南侧20.15万平方米工业土地使用权
质押物：朝阳重机集团4800万元股权
保证人：山东永佳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杨明、杨光、杨彪、杨德丰、朱文彦
债权合计（元）

146,713,357.24

97,762,312.02

125,349,193.21

担保措施

抵押物：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黄浦江街21号1门、皇姑区华山路97号1-4门、皇姑区华山路99
号1-5门的共10套房产，面积合计9057.22平方米。

保证人：辽宁黑水保安有限公司、兰孝梁、段阳

保证人：沈阳和诺物资有限公司、沈阳德力成商贸有限公司、张健、李鉴、朱丽敏、于雄堂、石
小红、贾向国、李苏

保证人：辽宁新辽贸易有限公司、张健、李鉴、朱丽敏

所在地

辽宁朝阳

所在地

辽宁沈阳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1/8/31

利息计算截止日

2021/8/31

据新华社新西兰奥克兰9月
26日电（记者卢怀谦 郭磊）乳
制品、葡萄酒、巧克力、椰子油……
新西兰与南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
特色展品 26 日从新西兰最大城
市奥克兰集装箱码头装船出发，
运往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场馆。

近年来，随着进博会全球影响
力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新西兰企业

积极参展。作为首次参加进博会
的新西兰企业，米尔果园相关负
责人表示，多年来中国经济以惊
人速度发展，企业对中国市场充
满信心。

进博会也为瓦努阿图企业带
来广阔市场空间。本届进博会上，
瓦努阿图企业将展出矿泉水、啤
酒、巧克力、椰子油等商品以及充
满当地特色的手工饰品。

进博会新西兰等国展品启运

9月26日，在德国波茨坦，德国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肖尔茨（前右）
和妻子抵达投票站。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于26日举行，来自47个
政党的6211名候选人将角逐联邦议院至少598个议席。 新华社发

第20届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举行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25日电
（记者胡晓光） 俄罗斯总统普京
25 日表示，刚刚举行的第八届国
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过程开放，
完全符合俄法律规定。

据“俄罗斯 24”新闻频道报
道，普京当天以视频连线方式会见
了进入新一届国家杜马的五个政

党领导人。他说，这是自 1999 年
以来首次有四个以上政党进入国
家杜马，说明俄民主在发展，每个
政治力量都有表现的机会。

普京表示，根据新版俄罗斯宪
法，国家杜马的作用大幅提升，责
任也更重。他希望各党履行竞选
承诺，为国家及民众福祉服务。

普京称俄国家杜马选举合法

据新华社洛杉矶9月25日电
（记者高山 黄恒）美国全国铁路
客运公司25日证实，该公司的一列
客运火车当天在美国西北部的蒙
大拿州脱轨，导致至少3人死亡。

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25日
晚发布声明说，这列从芝加哥出发
的列车当天下午 4 时左右在蒙大

拿乔普林地区脱轨，列车载有141
名乘客和 16 名车组成员。声明
说，列车上人员还有受伤情况，但
未提及具体受伤人数。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事故现
场图片和视频显示，列车的部分车
厢脱轨后侧翻在铁轨边，一些人员
正在现场施救。

美国一客运列车脱轨
造成至少3人死亡

9月25日，观众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种族灭绝”作品展上观看画
作。9月22日至10月24日，加拿大原住民艺术家杰伊·索尔的“种族灭
绝”作品展在多伦多举行。 新华社发

加拿大多伦多
推出原住民艺术家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