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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阜新市赛尔运动健身派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聘请我公司开展对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

资产阜新市赛尔运动健身派有限公司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资产分布地区为阜新市。
债权本金余额 1800.00 万元，截至 2022 年 4 月 20 日，利息合计 837.68 万元，债权总额
2637.68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吕红娟、杜昌名下位于阜新市太平区红
树三街18号的1处不动产及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保证人吕红娟、杜昌。该债权已取得胜
诉判决，已申请执行。

该债权借款人、保证人目前处于开业状态，有一定偿还能力，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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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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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管
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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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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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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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1日

封路通告
因沈环线K122+700m-K123+100m北台大桥（左幅）

为险桥，需对该路段实施全封闭，采用北台大桥右幅双向

通行，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封闭时间：2022年5月30日，

封闭期间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2年5月30日

债权转让通知
申冰玉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中

民初字第4145号民事调解书中的现有权利及相关权益，

已经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转让给了何昶林（联系电话：

18166803334），请债务人吴桥昊通树脂有限公司、辽宁

东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吴凤煊、陈红艳、武广文、吴楠、

吴桥星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公告之日起直接向何

昶林履行债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申冰玉
2022年6月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辽宁普耐特轮胎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委托，聘请我公司开展对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风险
资产辽宁普耐特轮胎有限公司项目的管理和处置工作，资产分布地区为朝阳市。债权本
金余额13000.00万元，截至2022年4月20日，利息合计6290.37万元，债权总额19290.37万
元。贷款方式为抵押、保证。抵押物为企业名下45处房产、2宗土地使用权及机器设备，
该债权已取得胜诉判决，已申请执行。

该债权借款人、保证人目前处于开业状态，有一定偿还能力，有一定的投资价值。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债务重组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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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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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债务企
业管理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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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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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6月1日

这里有中国粮仓，这里有大国重
器，这里有莽莽林海……这里是中国

“北大门”黑龙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深入龙江大地考察调研，为黑龙
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擘画蓝图。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黑龙江奋力奔
跑，攻坚克难，抓机遇、迎挑战，塑造龙
江新优势、展现龙江新形象。

“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
技的翅膀”

黑龙江，我国最大的商品粮基
地。农业，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黑
龙江考察调研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农田，登上插
秧机，看苗情、问收成。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确保黑土地不减少、不退化”……总
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黑龙江当好
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指明方向。

在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七
星农场有限公司万亩稻田边，农机手
陆向导连续轻触两下手机，一台带有
北斗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插秧机开
始作业。

“落实总书记‘大力推进农业机械
化、智能化’的指示精神，我们不断加
强现代技术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粮
食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七星农场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黎东光说，2018 年以
来，我们农场累计产粮 56 亿斤，相当
于给每个中国人提供了4斤粮。

黑土地，“耕地中的大熊猫”。东
北典型黑土区耕地面积约2.78亿亩，
其中约1.56亿亩在黑龙江。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黑土地的
保护，2016年5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
时指出，要采取工程、农艺、生物等多
种措施，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把黑土
地保护好、利用好。

北大荒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实验室里，技术员李光旭正对采集来
的黑土样本进行有机质含量测试、分
析。他说：“之后我们会根据结果为农
户量身定制‘测土配方施肥卡’。”

为黑土保护立法、加强黑土监测、

秸秆还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增施有机
肥农家肥……黑龙江采取多种措施遏
制黑土退化势头，守好大粮仓“命脉”，
近年来粮食产出能力稳中有升。

2018 年 9 月，首个中国农民丰收
节刚过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七星农
场有限公司考察。在北大荒精准农业
农机中心一楼展示大厅，当地出产的
米油豆奶等各类农产品琳琅满目，习
近平总书记逐一察看，强调中国人的
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
上。他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
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黑
龙江发力“深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交出“亮眼”答卷：全省农业科技进
步贡献率达 69.4%，主要粮食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98%，粮食总产
量 由 2016 年 的 1483.2 亿 斤 增 加 到
2021年的1573.5亿斤，粮食产量连续
12年保持全国第一，商品量和调出量
均居全国首位。

“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
‘新字号’”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
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2016年5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为
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
实践方向——改造升级“老字号”，深
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

黑龙江坚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指
示，紧紧围绕做好“三篇大文章”，扎扎
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重构与市场相适应的体
制机制。

“用户希望提前交货，能不能
实现？”

日前，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早
间运营调度会上，一名营销负责人向
生产、技术服务等部门发问，现场充满

“辣味”。
这个运营调度会，过去由生产部

门主持，生产什么就卖什么。现在则
由营销部门牵头，用市场倒逼生产。

运营调度会之变，折射企业全面

推进市场化改革之变，而改革之效是，
相比2018年，中国一重集团2021年利
润总额增幅超过400%，营业收入增幅
超过200%。

——在国际竞争中“蝶变”。
由中车齐车集团齐车公司自主研

制的200多辆罐车和平车，今年4月首
次批量出口智利，公司海外市场版图
再次扩增。

“海外市场是企业提升创新能力
和管理水平的重要平台。”齐车公司副
总经理吴天园说，齐车公司主导了我
国铁路货车迄今 3 次大的升级换代，
近4年累计向海外出口各型铁路货车
超过5000辆。目前，公司正从最初的
装备输出，向标准、技术、管理等多元
输出转变。

——以创新赋能新经济。
哈尔滨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是我国主要的移动安全引擎供应商
之一。“坚持自主创新，让我们的反病
毒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公司党委副书
记贾大雷说，安天的威胁检测引擎已
为全球超过 100 万台网络设备、超过
30亿部智能终端设备提供安全防护。

老工业基地加快推陈出新。2016
年至今，黑龙江的高新技术企业已由
768 家增加到 2738 家。近日，一批数
字经济、生物经济相关产业头部企业
集中签约落地。

今日黑土地上，“老字号”更新、
“原字号”更精、“新字号”更智。

“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是战略性的”

黑龙江是全国重点林区。2016
年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
调研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是
战略性的。”

作为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黑龙
江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切实
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

近年来，黑龙江不断加强森林保
护培育，持续开展森林抚育的同时，全
面落实森林管护责任，实行全覆盖、网
格化管护，从源头上保护好森林资源。

“十三五”期间，黑龙江林木蓄积
量稳步提高，累计完成营造林38.8万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47.3%。

珍稀候鸟不断回归，野生东北虎
踪迹重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黑

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怎么样，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牵挂于心。

2016 年 5 月，在伊春考察友好林
业局万亩蓝莓产业园时，习近平总书
记叮嘱大家，发展林下经济一定要注
意研究市场，突出多种经营，防止一哄
而上、产销失衡。

“这几年，我们的蓝莓果汁果酱、
红酒冰酒、果脯果干等产品都形成了
系列，蓝莓鲜果销售也逐步向鲜果采
摘、旅游观光、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农
庄’式经营方向发展。”伊春森工集团
友好林业局公司蓝莓产业园区管理办
公室主任许崇生说。

“林区经济转型发展是一项艰巨
任务，要广开思路、多策并举。”黑龙江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依托农林优
势，目前已构建起较为完善的以林果、
林菌、林药、林畜等为支撑的林业产业
体系。

2016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黑龙江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黑龙江是冰雪资源大省，冰雪
大世界、中国“雪乡”、“北极”漠河、

“东极”抚远、“冷极”呼中等景点蜚
声中外。

借北京冬奥会之势，今年 3 月，
黑龙江出台省冰雪经济发展规划，探
索建设“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先
行区、实践地和后冬奥国际化冰雪经
济示范区；打造一批知名冰雪旅游目
的地和冰雪旅游线路，擦亮冰雪旅游
名片；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 2 亿
元的发展支持资金，以加快冰雪产业
发展。

黑龙江省冰雪产业研究院院长张
贵海说，如今人们对冰雪资源的认识
越来越深，冰雪产业从旅游逐步向寒
地试车、冰雪休闲等方向发展，让更多

“冷资源”成为“热经济”。
拥有大森林、大湿地、大界江、大

湖泊、大冰雪的黑龙江，正加快打造森
林游、避暑游等产品，推动生态价值转
换，逐步叫响生态品牌。

这片肥沃的黑土地，绿水青山、冰
天雪地正在变成金山银山。

新华社哈尔滨5月31日电

奋力书写黑土地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黑龙江篇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5月3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次中国－
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多
国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书面致辞
体现了中方对中国－太平洋岛国关系
的高度重视，为双方共同发展凝聚合
力，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命运共同体擘画了蓝图。

瓦努阿图外长阿蒂表示，瓦中始
终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舟的
好兄弟、并肩前行的好伙伴。共建

“一带一路”为瓦努阿图经济发展和
民生改善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
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与瓦努阿图
2030 年国家可持续发展计划高度契
合，将为包括瓦努阿图在内的太平洋
岛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瓦方期待
与中方在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
路”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
作，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
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学者马昆说，
习近平主席的书面致辞展现了中国高
度重视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中国是
太平洋岛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在
气候变化、教育、投资以及抗击新冠疫
情等方面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双方
友好关系和多领域交流合作惠及太平
洋岛国人民。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书面致辞
体现了中方对中国－太平洋岛国关系
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
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坚定共迎挑战的
信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
未来的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
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这具有非
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今后中国－太
平洋岛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张志洲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致
辞中强调，中方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

律平等，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
理念发展同太平洋岛国友好关系。中
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友好交往书写了精
彩篇章，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生动实践。

所罗门群岛外交政策咨询秘书处
官员卢克·马尼说，太平洋岛国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一样都面临基础设施缺
乏、投资不足等挑战。中国有很强的
经济实力和开展经济合作的意愿，特
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地区国家实现
持续发展带来机遇。太平洋岛国愿深
化同中国的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圣言大学国际问
题专家伯纳德·耶乔拉说，中国与太平
洋岛国之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令人印
象深刻。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在教
育、医疗等领域进行的合作项目造福
当地民众，使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和
医疗服务。

纽埃纽中友好协会秘书长李军表

示，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致辞中强调，无
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太
平洋岛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
舟的好兄弟、并肩前行的好伙伴。这
份情谊纽埃人民感受真切。近年来，
中国为纽埃改善升级基础设施和防控
疫情等提供了很多无私帮助。纽埃珍
视同中国的友谊，期待与中国进行更
多合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宁团辉说，中国始终支持太平洋岛国
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理解这
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特殊
关切，并为岛国改善民生和提升自主
发展能力提供帮助，支持太平洋岛国
平等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在岛国面
对疫情、自然灾害时，中国总是提供援
助，帮助其渡过难关。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关系已成为不同地域、不同大小、
不同制度国家间友好交往、团结合作
的成功范例。

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擘画蓝图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发表的书面致辞

据新华社伦敦 5月 31 日电
（记者郭爽）英国《自然》杂志网站
近日刊载的一项研究报告说，抗体
调查显示，截至今年2月大多数17
岁及以下美国儿童已感染过新冠
病毒。

去年9月至今年2月期间，美
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流行病学
家克丽丝蒂·克拉克领衔的团队对
超过 8.6 万名 18 岁以下美国儿童
的血清样本进行了新冠抗体检测，
其中包括 6100 名 1 至 4 岁儿童的
血清样本，以此估算美国整个儿童
群体因新冠病毒感染而达到的血
清新冠抗体阳性率。

调查和估算结果显示，去年
12 月至今年 2 月，1 至 4 岁美国儿

童新冠感染率增幅超过一倍，从
33%增至 68%。截至今年 2 月，在
美国各年龄段儿童中，5至11岁年
龄段新冠感染率最高，达到 77%；
12 至 17 岁年龄段新冠感染率达
74%。美国各地对儿童年龄的界
定不尽相同，大部分州将儿童年龄
定为0至19岁。

这项研究的预印本论文已发布
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上，尚未完
成同行评审。该研究估算的美国儿
童实际新冠感染率远高于此前的相
关报告数据。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
医院协会5月23日发布的报告显
示，自疫情暴发以来，美国累计近
1330万名儿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美国儿童群体新冠感染率约17%。

英国《自然》网站研究报告表明

大多数美国儿童曾感染新冠

“中国愿同太平洋岛国一道，坚定共迎挑战的信
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未来的合力，携
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国家主席习近平 30 日向第二次中国－太平洋
岛国外长会发表书面致辞，提出中国愿同太平洋
岛国一道，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同太平洋岛
国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指明方向。

“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
“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友谊源远流长、跨越山海。

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丰硕成果，成为
南南合作、互利共赢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在书面致
辞中指出。

观察人士注意到，虽相隔遥远，但中国同太平洋
岛国保持着密切往来，特别是在元首外交的擘画引
领下，近年来双方关系不断取得发展。

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对斐济进行国事访问
并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双方一致同意
建立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
11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国事访问并
再次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将双方关系
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外交历来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太平
洋岛国从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方面来说的确属于

‘小国’，但与个别大国采取居高临下姿态不同的是，
中方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始终基于相互尊重、互利
共赢的理念。”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说。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舟的
好兄弟、并肩前行的好伙伴”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太平洋岛
国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风雨同舟的好兄弟、并肩前行
的好伙伴。”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强调。

郭延军说，近年来中国和太平洋岛国交流合作
不断拓展，双方合作以真实亲诚为理念，以平等协商
为基础，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以共同发展为目标，收
获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受到岛国人民普遍欢迎。

近日，中方发布了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
清单和广东、福建、山东省与岛国合作成果清单。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晖说，近年来
中国同太平洋岛国交流合作不断拓宽，涵盖了贸易投
资、海洋环境、防灾减灾、减贫扶贫、医疗卫生等20多
个领域，既有中央政府层面的合作，也有民间和地方
的友好合作，是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合作。

“坚定共迎挑战的信心，凝聚共谋
发展的共识，汇聚共创未来的合力”

致辞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愿同太平洋岛
国一道，坚定共迎挑战的信心，凝聚共谋发展的共
识，汇聚共创未来的合力，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
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世界进入动荡
变革期，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局势面临复杂严
峻挑战，各国前途命运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

苏晓晖说，同样也要看到，个别国家没有放弃把
太平洋岛国当作自家势力范围，仍在不断唱衰和干
扰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正当合作。“在这样的背景
下，双方更需要相向而行，共同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和干扰因素。”

郭延军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所说，“维护亚太和平稳定、促
进各国发展繁荣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接
下来，双方要坚定信心、共同努力，进一步铸牢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创造
更加美好的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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