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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下
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沈阳健晖混凝土有限公司
债权资产（下称“标的资产”）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截至 2021 年 11 月 20 日，标的资产债权本息合计
35645.5 万元，其中本金 16950 万元，利息 18695.5 万元。
标的资产由沈阳健晖君悦酒店有限公司及自然人王姿涵
提供保证担保，辽宁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位于沈
阳市沈河区北站路77号1-26层光达大厦A座34569.95
平方米房产及对应 2012.07 平方米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标的资产已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
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或自然
人。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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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管
理人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和财务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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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或者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直系亲属。

对标的资产有受让意向者请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
何对处置标的资产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王经理、刘经理
联系电话：024-31679793、31651793
邮件地址：wangchunhan@coamc.com.cn

liutao-dl@coamc.com.cn
通信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金城街25号，邮编：116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411-82566520（我分公司纪检监
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12月3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关于沈阳健晖混凝土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关于京哈高速公路东戴河
收费站施工封闭的通告
因京哈高速公路葫芦岛段东戴

河立交区匝道路面发生病害，需要对
病害路面进行应急抢修，消除安全隐
患。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施
工顺利推进，决定自2021年12月8日
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止封闭东戴
河收费站，封闭期间除施工车辆外，
其他车辆禁止通行。

请广大驾乘人员提前做好出行
规划，合理安排线路。封闭施工期间
造成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12月3日

从去年拉美多国经历的“破纪录”
高温，到中美洲频频遭遇的飓风洪水，
从安第斯山上的冰川消融，到今年肆
虐巴西的霜冻旱灾，最近几年，拉美正
在经历一场“气候危机”。

2018年，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共同体论坛（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
级会议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中
国明确表示愿意支持拉美和加勒比中
小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在会
议通过的《圣地亚哥宣言》中，中拉更
承诺将继续共同努力减少导致气候脆
弱性和自然灾害风险上升的条件，以
建设更加坚韧的社区。

近年来，中拉在应对气候变化上
的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拉合作项目
编织出一张环保高效的“水陆空”清洁

能源网络，为拉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
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南美洲大陆南端的圣克鲁斯河
上，中阿合作建设的“基塞”水电站项
目正承载着阿根廷的能源梦想。水电
站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49.5亿千
瓦时，预计可满足 150 万阿根廷家庭
的日常用电，每年为阿根廷节省近11
亿美元的油气进口开支，甚至可以实
现对巴西、巴拉圭等邻国的电力出口。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繁忙街
头，一抹抹飞驰的“中国红”格外引人
注目。这些红白相间的电动公交车由
中国企业比亚迪和宇通生产，自2018
年陆续投入运营以来，逐渐成为圣地
亚哥居民的首选交通工具。当地导游
拉腊·桑帕约说，除了能减少环境污

染，这些公交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唤
醒社会环保意识，推广电动公共交通
的普及。

在墨西哥城，上百辆中国宇通无
轨电车穿梭在车水马龙当中。蓝黑相
间的流线型车身上装嵌着大面玻璃车
窗，安静的车厢内播放着报站信息和
氛围音乐，这些新型电车让70岁的墨
西哥城居民何塞·路易斯·阿兰达赞叹
不已。“这些新型电车看着美观，坐着
也舒适安静，能很好地缓解我们乘客
的出行焦虑。”他说。

今年年初，中国企业投资承建的
阿根廷赫利俄斯风电项目群罗马布兰
卡一期、三期项目并入阿根廷国家电
网系统，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
群全部投产后预计每年将为当地提供

16亿千瓦时清洁电力，满足36万户居
民用电，每年可让阿根廷减少燃烧标
准煤65万吨，减少碳排放180万吨。

在巴西东北部皮奥伊州，中广核在
巴西首个自主工程建设和管理的绿地
风电项目——LDB风电扩建项目在近
期投产，项目总装机容量8.28万千瓦，
预计年发电量可达3.66亿千瓦时。

从世界最南端的水电站项目到巴
西的绿地风电，从圣地亚哥街头的“中
国红”电动公交到墨西哥城居民盛赞
的无轨电车，中拉合作项目将安第
斯山冰川的雪水、巴西森林间吹拂的
清风化作清洁高效的电力，点亮了拉
美的万家灯火，助力拉美实现清洁能
源梦。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2月2日电

水陆空并进 中拉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新华社记者

12 月 1 日，日本前
首相安倍晋三罔顾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和中日四
个政治文件原则，公然
在台湾问题上说三道

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渲染所谓“中
国威胁”。在此正告日本一些政客，台
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容外人肆
意染指。任何人胆敢挑战中国人民的
底线，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不
容改变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不容
挑战的现状。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
政，中方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以任何方
式插手干预。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
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在台湾问题上，正告日本政客要

谨言慎行。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
积贫积弱的国家，任何国家以任何方
式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侵害中
国核心利益，必将遭到14亿多中国人
民的迎头痛击！

安倍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反
映出日方总是有一小撮势力沉迷在军
国主义旧梦中不思悔改、野心不死，时
至今日仍妄图染指台湾。近年来，日
本防卫预算屡创历史新高，日方大力
加强西南岛屿军力，发展网络、太空等
新兴作战力量，远超“专守防卫”需
要。在对外政策上，日方还加大与美
国战略捆绑，肆意渲染中国“军事威
胁”，一再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在台
湾问题上，日本一些势力和政客更是

与美方一唱一和，极力歪曲中方战略
意图，渲染“中国威胁”，妄图染指台
湾。日本政客的居心，明眼人一看便
知，无非是想借机生事、迟滞中国发
展，推动日本突破战后束缚，重走军事
扩张老路，同时为少数政客自身谋取
政治私利。

从个人角度看，安倍跳出来在台
湾问题上搞事，无非是想制造话题，博
取眼球，尽管下台了，还想继续保有日
本右翼“旗手”地位，做“无与争锋”的
政治“大佬”。翻开安倍的“执政履历”
不难发现，他如今所言所行与其政治
理念一脉相承。执政之时，他大搞“历
史修正主义”，在右翼道路上一路狂
奔。他挑战“河野谈话”“村山谈话”，为
复活军国主义开路，先后到硫磺岛和缅
甸祭拜二战阵亡的侵略日军，甚至不

避嫌坐进了编号为“731”的战机……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称安倍为亚洲

“最危险的人物”。
总之，捞取政治资本，复活军国旧

梦，拉近日美同盟，合伙打压中国……
这就是安倍之流妄言台湾问题的目的
所在。不过，安倍之流想借台生事，是
打错了算盘。中国政府和军队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的决心和意志坚
如磐石。台湾的事是中国的事，不关
日本什么事。日本政客应该以史为
鉴，时刻反省其军国主义对世界带来
的灾难，多做有利于增进与邻国政治
互信、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日
本政客若继续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在
台湾问题上说三道四，必将咎由自取、
自吞苦果。

新华社北京12月1日电

想借台生事，安倍打错了算盘！
新华
时评

SHIPING

12月1日，消防员和警察聚集在德国慕尼黑的爆炸现场。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的航空炸弹1日在德国慕尼
黑市一座主要火车站附近因施工发生爆炸，造成4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慕尼黑警方说，事发地位于唐纳斯贝
格桥车站不远处一处施工点，施工队作业时炸弹意外爆炸。 新华社发

德国一枚二战遗留炸弹爆炸致4人伤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
院 12 月 1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无论
从总量还是人均值来看，美国都是
目前全球最大的塑料垃圾制造国。
报告呼吁美国政府从国家层面出台
政策，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塑料垃圾
问题。

依据这份报告，自上世纪60 年
代起，美国的塑料垃圾总量连年增
加，2016年达约4200万吨，居世界第
一，比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同年制
造的塑料垃圾总和还要多。值得注

意的是，美国2016年人口仅占全球
人口的约 4.3%，这意味着美国当年
人均制造出130千克塑料垃圾，居世
界之首，是不少国家的2至8倍。

2016年人均塑料垃圾“产量”排
行榜上，英国和韩国分别以人均 99
千克和88千克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这份报告名为《评估美国在全
球海洋塑料垃圾中的作用》，由美国
国会依据去年12月生效的一部海洋
保护法案授权美国国家科学、工程
和医学学院编写而成。报告说，鉴

于美国有关塑料垃圾的数据不足，
难以精确估算每年美国塑料垃圾进
入自然界以及海洋的数量。尽管如
此，报告评估的情况仍能反映出目
前美国塑料垃圾的严重程度。

报告说，全球近些年平均每年
至少有800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

“相当于每分钟向海洋倾倒一卡车
塑料垃圾”。其中，美国一年向海洋

“贡献”约100万吨塑料垃圾。
王鑫方

据新华社专特稿

报告显示美国是塑料垃圾最大制造国

据新华社伦敦12月1日电（记者
郭爽） 来自中国和英国的多家机构
11月30日在北京和伦敦联合举办在
线发布会。

发布会公布了中英气候变化风险
评估项目第三阶段的研究成果，发布
了包括《2021 碳中和目标与气候风
险：气候变化经济损失评估》《气候变
化风险评估及治理（2021）——来自中
英合作研究的洞见》等多份重磅报告，
并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
风险。

中英气候变化风险
评估项目发布新成果

据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2 日电
（记者黄河）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1 日
在其官网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今年
1月至10月，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4.6%。

报告显示，10月俄经济同比增长
4.9%，快于9月的3.7%。报告说，10月
经济增速加快得益于采矿业复苏。此
外，天然气价格上涨和出口量增加也
带动俄经济加快增长。

前10个月俄经济
同比增长4.6%

据新华社安卡拉 12 月 2 日电
（记者郑思远 施洋） 土耳其政府 2
日发布官方公报说，总统埃尔多安接
受财政部长卢特菲·埃尔万的辞职申
请，任命副财长努尔丁·内巴蒂接任
财长一职。

埃尔万于 2020 年 11 月受任命接
替上任财长。土耳其《晨报》报道，尽
管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通货膨胀率
大幅上升，埃尔多安仍坚持反对高利
率政策。埃尔万则反对降息。

因里拉持续贬值
土耳其更换财政部长

11月29日，在黎巴嫩奈拜提耶省伊比勒塞吉村，中国赴黎维和医疗分
队成员指导该村药房工作人员用药。中国第20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分队
日前向黎巴嫩奈拜提耶省伊比勒塞吉村捐赠了一批药品。 新华社发

中国维和医疗分队
向黎巴嫩村庄捐赠药品

据新华社悉尼 12 月 1 日电
（记者郝亚琳）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
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日前发布报
告说，美国等一些澳大利亚盟友事
实上是澳中贸易争端最大受益者。

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12种
澳大利亚产品对华出口总额比2019
年同期减少了126亿美元，而美国

同类产品的对华出口额增加了46
亿美元，加拿大和新西兰同类产品
对华出口额也分别增加了11亿美
元和7.86亿美元。另一方面，报告
指出，这些盟友在澳中贸易争端问
题上给予澳大利亚的口头声援，并
没有转化为大量购买澳产品以帮
助其减少经济损失的实际行动。

澳智库说澳盟友
从澳中贸易争端中获益最多

据新华社里加 12 月 1 日电
（记者李德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 1 日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表示，希望俄罗斯与北约对话，重
返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斯托尔滕贝格当天在北约
成员国外长会结束后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北约对俄罗斯军
队在乌克兰边境集结深感担忧。

俄罗斯如果再次对乌克兰使用
武力，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和政治
制裁。

斯托尔滕贝格同时表示，北约
正在通过支持乌克兰改革、打击腐
败和建立安全机构等帮助乌克兰
走上加入北约之路，并通过提供人
员培训、设备、信息等帮助乌克兰
提高防卫能力。

北约秘书长希望俄
重返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据新华社洛杉矶12月1日电
（记者高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12月1日宣布，确认发现本国
首例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

美国疾控中心在新闻公报中
说，1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11月
22日从南非返回加利福尼亚州旧
金山，其症状轻微且在改善。这名
感染者正自我隔离，迄今其密接人

员新冠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旧金山
卫生官员证实该当事人11月29日
被检测为新冠阳性，曾接种过两剂
莫德纳疫苗，但未打疫苗加强针。

加州州长纽瑟姆12月1日表
示，该州的病毒检测和监控体系帮
助发现了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美国其他州可能已有奥密克戎毒
株存在。他呼吁民众对奥密克戎
毒株保持警惕，但不必恐慌。

美发现本国首例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12月1日，士兵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凯旋门参加阅兵式。当
日，罗马尼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阅兵式庆祝国庆节。 新华社发

罗马尼亚举行国庆阅兵式

12月1日，在德国德累斯顿的机场，身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将新冠重
症患者送上飞机。德国近期新冠疫情趋紧，12月1日报告单日新增死亡
病例446例，创9个月以来新高。 新华社发

德国新冠疫情趋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