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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因葫芦岛市2022年丹东线（高小线交叉

口至河北界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起点位

于高小线交叉口，桩号为 K1310+300，终点

河北界段，桩号为K1332+692。工程开工日

期：2022年6月15日，完工日期：2022年9月

30日，为保证群众出行安全，道路施工期间

车辆行人减速慢行或绕行，因施工带来的不

便，给予谅解和支持。

绥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建昌县建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丹霍线古松沟（K157+600）

至红庙子加油站（K185+900）路段，于2022年

6月17日至2022年9月30日，实施半幅封闭施

工，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施工现场布置的

标志牌行驶。

沥青摊铺作业全幅封闭时间，视工程进度

而定，具体时间另行通告。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辽宁科技学院中桥上部拆除重建施

工，需对石桥子沈本产业大道（G304 丹霍
线）桩号 K12+858 至 K13+014 实施全幅封
闭，请过往车辆按照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
志牌绕道行驶。

途经沈本产业大道（G304线）科技学院中
桥8吨（含）以上货车绕行路线：

1.本溪至沈阳方向：沈本产业大道（G304
线）—孙思邈大街—红柳路—华佗大街

2. 沈 阳 至 本 溪 方 向 ：沈 本 产 业 大 道
（G304线）—秋盛路—木兰路—本石线

封闭时间为2022年6月18日至2022年9月
30日。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沈环线北台大桥（左幅)拆除重建，需

将该桥全幅封闭，北台大桥（右幅）中间采用

水马分隔双向两车道通行，限速40Km/h，限

载 49t,车辆间距不小于 10m，禁止车辆桥上

排队，禁止桥上停车。

封闭时间为2022年6月16日至2022年

10月30日。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照施工现场设

置的交通标志牌行驶。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省道库盘线（汪昌营子至建设段）路

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拟对库盘线

K30+905—K51+058段实施半幅封闭。封闭

日期：2022 年 6 月 7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

施工期间，道路半幅开放交替通行，请过往

车辆按施工现场交通指示牌减速安全通行。

特此通告。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红山公路建养有限公司

债务企业名称：抚顺天宇永久
房地产有限公司

所在地：抚顺市顺城区
剩余债权总额：37332.41 万元

（截至2022年5月30日）
抵债资产：金地富山 1216 套、

面积 118809.51 平方米房产及其对
应土地使用权，抵债金额：35778.54
万元；东富商场 171套、3549.93平方
米商铺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抵
债金额2116.33万元。

抵债资产概况：抚顺市中级人民
法院已下达执行裁定书，将被执行人
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抚顺市顺城区葛布北街“天宇·

金地富山”1216套、面积118809.51平
方米房产及其对应土地使用权作价
35778.54万元，位于抚顺市东洲区木
兰街 13 号东富商场内的商铺房产
171套、面积3549.93平方米及其对应
的土地使用权共作价21163343元抵
偿所欠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相应债务。上述
房产所有权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自裁定送达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时起转移。
目前未办理过户手续。

剩余债权情况：抵债后如抵债资
产按照违约金、利息、本金顺序抵顶
债权，剩余债权总额 37332.41 万元，

其 中 本 金 27945.36 万 元 ，利 息
7974.51万元，财务顾问费645万元及
其违约金 767.55 万元。如抵债资产
按照先本金后利息的顺序抵顶债权，
剩余利息26580.97万元，财务顾问费
645万元及其违约金767.55万元。抚
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债权剩
余抵押物为金地富山项目 908 套、
74364.27 平方米及其项下土地使用
权；东富商场商铺4套、面积68.32平
方米。保证人李刚、王利波、李坤、李
强、宫鹏、郑广越。质押物清原满族
自治县永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债权处于执行阶段。

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金地富山

项目位于抚顺市顺城区沈吉高速抚
顺出口，距抚顺雷锋体育场及将军、
葛布商圈 10余分钟车程，驱车 40分
钟可达沈阳；项目“五证”齐全，有高
层、洋房、别墅等各种业态供选，具有
一定投资价值。抵押物东富商场商
铺位于东洲区最繁华的地段，地下一
层，地上二层，具备产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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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条件：一次性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2022年6月17日本

公告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处置方式：产权交易所转让、拍

卖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处置范围：全部或部分。
上述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法院、房地产产权部门等有关资
料、档案为准。

上述资产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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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传真：024-3188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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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抚顺天宇永久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因省道敖喀线 K64+999 处的化石里沟

一号桥、K85+863处的三元井桥、K103+161

处的扎塞营子小桥；省道老宽线K26+192处

的东小桥、K33+560 处的中官桥；省道小叶

线K46+374处的东岗岗桥出现严重损坏，需

拆除重建施工。经上级批准，自2022年6月

22日至2022年10月31日对上述6座桥梁进

行全幅封闭施工，过往车辆请绕行桥侧位施

工便道，降雨时便道将进行管制，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建平县交通警察大队

封路通告
因柞本线胜利小桥（桩号K234+502.5—

K234+511.5）拆除重建，需对该道路全幅封
闭，途经该小桥去往本溪县高官方向车辆绕
行路线：S304小灯线—S106沈环线—肖家河
桥—高高线(双向往返）

因小灯线房身沟桥（桩号 K44+789.3—
K44+798.7）拆除重建，需对该段道路全幅封
闭，途经该小桥去往高台子方向车辆绕行路
线：小小线—药都大街—木兰路—本石线—
高高线(双向往返）

因小灯线塔峪中桥（桩号 K39+712.8—
K39+757.2）拆除重建，需对该段道路全幅封
闭施工，过往车辆请走临时便道。

封闭时间为 2022年 6月 17日至 2022年
10月30日。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因省级公路西二线（S301）修复养护工程，现

予以全幅封闭，封闭区间为K61+700—K86+200，
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封闭时限为：2022年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给您行车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
泉头镇至东嘎镇方向：绕行路线1：京抚线→昌

宝线→新梨线；绕行路线2：京抚线→满八线→双大
线→新梨线；绕行路线3：京抚线→双大线→新梨线

东嘎镇至泉头镇方向：绕行路线1：新梨线→
昌宝线→京抚线；绕行路线2：新梨线→双大线→
满八线→京抚线；绕行路线3：新梨线→双大线→
京抚线

铁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昌图大队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省级公路西二线（S301）修复养护工

程，现予以全幅封闭，封闭区间为K37+493-
K50+741，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封闭
时限为：2022 年 6 月 21 日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给您行车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绕行路线：
开原至泉头镇方向：
二杨线→东张线→昌威线→京抚线
泉头镇至开原方向：
京抚线→昌威线→东张线→二杨线

铁岭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昌图大队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铁岭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封路通告
因省道辽小线（S319）路面修复养护工

程 施 工 需 要 ，拟 对 辽 小 线 K115 + 649—

K128+168.3路段实施半幅封闭。封闭日期：

2022 年 6 月 1 日-2022 年 10 月 31 日。道路

交替施工期间，半幅通行，请过往车辆按施

工现场交通指示标志交替减速安全通行。

特此通告。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阜新交投高级路面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边疆地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是展示国家实力和形象的窗口，是确保
国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边疆治理摆在治国理政
的重要位置，提出“治国必治边”的战略
思想，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边
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边疆地区人民
自信自强、团结奋斗，基础设施跃上新台
阶，特色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蒸蒸日
上，对外开放水平稳步提高，边防巩固边
境安全，各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
貌、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华
文化认同不断强化，各族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和向心力极大提升，呈现出“中华民族一
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良好局面。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边疆地区与全国一道
步入全面小康

900余栋暖棚，3000亩露地蓝莓，每年
销售量近2000吨、产值近亿元……走进辽
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古楼子乡古楼子村，
感受到村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宽甸坐落在鸭绿江畔，是辽宁省最
大的边境县。古楼子村近年来的变化，
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缩影。

——经济发展实现大跨越。初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阿图什市松他克镇阿孜汗村无花果
民俗风情街热闹了起来。阿孜汗村党支
部副书记李岩介绍，村里以无花果种植
为中心，带动文化、旅游、餐饮、农副产品
加工等多项产业融合发展，2021年村人
均收入达1.2万元。

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交通网络，边
疆地区切实做足“边”的文章，主动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特色种植养殖、边贸加
工、跨境电商、文化旅游等富民产业蓬勃
发展，各族群众的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
宽。2000年至2020年，陆地边境县（市、
区、旗）的地区生产总值从不足900亿元，
增加到突破1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从不足4400元，增加到4万多元。

——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改善。
2021 年 6 月，川藏铁路拉林段开通运

营。复兴号动车跨江穿隧，在这条西藏
首条电气化铁路上飞驰。拉萨至林芝，
车程缩短至3个多小时，被各族群众赞
誉为“团结线”“幸福路”。近年来，西藏
交通建设提速。据统计，2021年西藏自
治区共落实交通建设资金362.63亿元，
完成公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 201 亿元，
全区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2万公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边境地区69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
贫，与全国一道步入全面小康。边疆地区
基础设施条件日新月异，交通便利化水平
大幅提升，信息通信网络覆盖更加普遍，
服务发展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能力全面提升。广大边民的住房安全、饮
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上学难、看病难得
到有效解决。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
等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各族群众物质
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富足。

——沿边开发开放水平显著提升。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
自治县与越南老街隔河相望。2019年8
月30日，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红
河片区在河口挂牌落地，当地充分发挥
制度创新优势，在全国率先实行电子税
费支付，首创“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转型
升级创新模式，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9%。

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积极服
务和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目前，边疆
地区设有边境经济合作区17个，跨境经
济合作区 2 个，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9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片区）5个。“十三
五”期间，边境（跨境）经济合作区共实现
进 出 口 总 额 近 6300 亿 元、年 均 增 长
9.2%，实现就业18.5万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思想文化基础不断夯实，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

从喜马拉雅北支脉南麓的日拉雪山
上远眺，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隆子县的玉麦
乡清晰可见。50多年前，整个玉麦乡只生
活着一家三口——卓嘎、央宗姐妹和她们
的父亲桑杰曲巴，父女用半个多世纪的坚
守书写下爱国爱家的壮举；50多年后，67
户200多名新玉麦人，个个都是守边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爱国守边的思想
深入人心。边疆地区干部群众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库尔班大叔的后
人，给卓嘎、央宗姐妹和给沧源边境村老

支书们的回信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各族群众争做“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神
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深入
开展，各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
国防意识不断增强。

2021年9月，由国家民委主办的“党的
光辉照边疆 各族儿女心向党——全国兴
边富民成就展”在京举办，充分展示了边疆
地区、民族地区人民安居乐业的生动局面
和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坚
定决心和信心，凝聚了人心、激发了各族
群众守护好边疆、建设好家乡的热情。

2019年5月，国家民委“中华民族一
家亲”文化下基层活动走进内蒙古自治区
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赠送了价值10万元
的图书，组织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
开展义诊。“中华民族一家亲”文化下基层
是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活
动，通过送戏、送书、送医等方式，进一步
丰富了边疆地区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这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建、群众性主题宣
传教育活动广泛开展、在各族群众中深
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
动场景。通过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各族群众对中
华文化的认同不断增强。

与此同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
加广泛深入。基础设施条件的极大改
善，拉近了边疆与内地的距离，改善了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条件。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向边疆地区不断拓展，边境民
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建设扎实推进。依
托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机
制，“结对子”“手拉手”“一家亲”等民族
团结联谊活动广泛开展，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三区”人才支持计划等深
入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广度和
深度不断拓展。

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大局
持续巩固，基层治理现代化水
平持续提升

友谊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
市，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崇左边境
管理支队友谊关边境派出所就是驻守在
这里的一支光荣队伍。该所辖区总面积

15 平方公里，与邻国越南接壤，居住有
汉、壮、苗、瑶、侗、京等10多个民族，有
3000 多家商户。为快速有效地处置案
件，就地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友谊关边境
派出所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在
边境贸易监管中心、中国东盟水果交易
中心等场所建立5个联合调解室，近年
来累计调解上千起矛盾纠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边固边兴边工
作不断加强，边疆地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持续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
法》等颁布施行，边境治理的法治根基不
断夯实。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边民互市
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试点等改革红利
持续释放，综合带动效应逐步显现。以
广西为例，2021年边民互市贸易进出口
额达419.7亿元，比2020年增长48.3%。

天刚亮，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勐海县打洛镇打洛村党总支书记岩燕
扁已起床整装完毕，骑上摩托车对自己
所负责的一段边境线进行巡逻。“主要是
查看是否有可疑人员，检查边境线上的
物理阻拦设施有没有遭到破坏。”岩燕扁
说，除此之外，还要带领民兵与边防派出
所的民警一起巡逻。打洛村通过建机
制、强党建，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筑牢
边境疫情防控网。

近年来，通过抓党建促强边固防、守
护好神圣国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建设
好美丽家园，抓党建促基层治理、维护好
民族团结，云南省狠抓“边疆党建长廊”建
设，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不断增
强，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筑牢维
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的坚强
屏障，边疆地区安定和谐局面更加巩固。

2021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通过陆地国界法，为构建统一规范的国
界管理制度搭建了“四梁八柱”，为新时
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以及边境地
区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边疆地区仍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
重点所在，新时代党的安边固边兴边工
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族人
民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
活，边疆地区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民日报6月17日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万里边疆展新颜
——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发展成就综述

人民日报记者 姜 洁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记者徐壮） 记者 16 日从教
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财
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
于做好2022年农村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实施工作的通知》。根据通
知，今年全国招聘特岗教师
67000名。

2022 年 ，中 央“ 特 岗 计

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
重点向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
地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倾
斜；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
教师，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
构，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体
音美、外语、科学、劳动、心理
健康、信息技术、特殊教育等
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

2022年全国计划招聘
特岗教师67000名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记者戴小河）国家邮政局16
日公布今年前5月邮政行业运
行情况。1 至 5 月，全国快递
业务量完成 409.5 亿件，同比
增 长 3.3% ；业 务 收 入 完 成
4005.5亿元，同比增长2.0%。

前5月，邮政行业业务收
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
营业收入）完成 5317.8 亿元，
同比增长 5.9%；业务总量完

成5513亿元，同比增长5.4%。
5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

入完成 1098 亿元，同比增长
4.4%；业务总量完成1168.5亿
元，同比增长3.2%。

前5月，邮政服务业务总量
完成 971.7 亿元，同比增长
6.5%；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完
成117.9亿件，同比增长11.1%；
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完成
165.7亿元，同比增长2.2%。

前5月全国快递业务量
同比增长3.3%

这是5月18日拍摄的和若铁路车尔臣河特大桥（无人机照
片）。6月16日，满载乘客的5818次列车从新疆和田站驶出，和
若铁路开通运营。和若铁路与南疆铁路、格库铁路构成一条全
长2712公里的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线。自此，世界首条环沙
漠铁路线建成。 新华社记者 丁 磊 摄

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