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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委托，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聘
请我公司开展对辽宁天成输送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项目的管理和处
置工作。截至2022年8月20日，拟处置
债权总额人民币 1239.46 万元，其中本
金792.67万元、利息446.79万元，贷款方
式为保证和抵押，保证人为李凤钢、高
素君，抵押物为辽宁天成输送设备制造
有 限 公 司 7227.35 平 方 米 房 产 和
11828.8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该债权资产包抵押物资产地理位
置好，交通便利，状态良好，具有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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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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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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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辽宁天成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受北京成方汇达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委托，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聘请我公司开展对东达圣轩国际能源
（大连）有限公司债权项目的管理和处
置工作。现我公司拟对东达圣轩国际
能源（大连）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该债权总额为 6170.57 万元，其中贷款
本金3900万元，利息2270.57万元。贷
款方式为质押和保证贷款，质押物为
企业提供的 345000 吨动力煤；保证人
为代守成、卢丹。具体情况请投资者
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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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有效期限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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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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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煜
联系电话：024-3188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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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东达圣轩国际能源(大连)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葫芦岛市丹东线（绥青线交叉口至高小线交叉口）修复养护工程施

工。起点位于绥青线交叉口，桩号为K1271+500，终点位于高小线交叉

口，桩号为K1310+300。封闭时间：2022年8月24日至2022年10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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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昌县建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绥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王朕遗失警官证，证号0311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封路通告
丹霍线威宁营桥（K207+241-K207+611）维修加固，需对该段道路

全幅封闭施工，途经该大桥去往本溪市区、高台子、沈阳方向车辆绕行
路线如下：线路一、G506集本线-威龙路-威宁大街-G304丹霍线（双向
往返）；线路二、滨河南路-峪溪桥-翠溪路-滨河北路-G304丹霍线（双
向往返）。

封闭时间为2022年8月28日至2022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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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不负责任”
“中方反应过度”“中方
进 行 挑 衅 性 军 事 行
动”……美国政客佩洛
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遭

到有力反制后，华盛顿使出浑身解数
向中国泼脏水。想必是面对国际社会
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之声感
到心虚吧，美国煞有介事地搬出国际
法说事。

拙劣的表演实在是让人大跌眼
镜。挑起事端的是美国，制造危机的是
美国，不断升级紧张局势的也是美国。
丑事坏事干在前，倒打一耙紧跟着。美
国再次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闹剧。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
整。莫非中国逆来顺受地吞下苦果才
是负责任，才是反应适度，才不具有挑
衅性？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在事
关自身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什么
时候含糊过？

梳理一下美国种种刁蛮无理的奇

谈怪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方在
“单方面改变现状”。

国际法上，“现状”是指特定时间
内的一种事实或政治状态，仅适用于
国家间的领土划分，并不调整一国内
部事务。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两
岸关系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并不涉及
国家间争议领土划分。美方频频拿

“现状”说事暗藏祸心，那就是企图将
两岸关系曲解为国家间关系，为其制
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障目。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中国只
有一个，两岸同属一国，这就是台湾自
古到今的现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几十年来一直
不变的台海现状。一个中国原则就是
对台海现状的清晰界定。歪曲挑衅一
个中国原则，就是改变台海现状。改
变台海现状的不是中国，而是图谋“以
台制华”的美国及台湾数典忘祖的分
裂势力。中方的反制恰恰是为了维护

台海的和平，维护地区的稳定。
从国际法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

诋毁诬陷根本站不住脚。
所谓“挑衅性军事行动”“单方面

使用武力”的说法，罔顾台湾是我国领
土而非独立国家的事实，有意在台湾
问题上套用禁止“以武力相威胁”“非
法使用武力”等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规
则，是典型的偷梁换柱、浑水摸鱼。

根据国际法，任何国家均有尊重
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
政的义务。国际法也赋予每一个国家
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
整、阻止外部干涉的权利。佩洛西窜
访是美方的公然挑衅，我在相关海域
开展军事演训，是反制外部势力干涉、
遏制“台独”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必要举措。我军事演训
活动公开、透明、专业，符合国际法和
国际惯例，也是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法》等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

美国不仅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也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不管
美国是真的连基本的法律概念及其适
用范围都搞不清楚，还是揣着明白装
糊涂肆意妄为，都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情。美国一些政客公然在台湾问题上
冒险，及其胡搅蛮缠的丑恶嘴脸，再次
让国际社会实实在在感受到战后国际
秩序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面对的威胁
和挑战。中国的反制措施不仅是在捍
卫国家核心利益，也是对不干涉内政
原则、国际法、地区和平的有力维护。

同中国打了那么多年交道，美国
对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定意志理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于
美方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
严重挑衅行径，只要美方做一次，中方
必定坚决斗争一次，决不允许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受到肆意践踏和破坏。
在此，我们正告美国一些政客不要在
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新华社北京电

世界岂是美国以谎言遮掩霸权的秀场
——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歪曲挑衅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洛杉矶8月 22日电
（记者谭晶晶）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政府拟停止支付新冠检测、治
疗和疫苗费用，转而让保险机构和
民众承担。

美国白宫新冠应对工作组协
调员阿希什·杰哈近日表示，政府
最早将于今年秋天起停止支付新
冠检测、治疗和疫苗费用。

《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将于本月
30 日牵头召开会议，召集制药企
业、药店和各州卫生部门代表与
会，共同商讨政策调整涉及的费

用报销、保险范围、监管以及没有
医保的人群如何接种疫苗和接受
治疗等问题。

报道说，目前美国约有 3000
万人没有医保，如何让这些人群能
够接种新冠疫苗和获得治疗，是政
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期，美国疫情相比之前的高
峰有所趋缓，但仍平均日增新冠病
例约 8.8 万例，日增死亡病例约
400 例。美国又出现奥密克戎变
异株 BA.4.6 和 BA.2.75，公共卫生
专家担忧，新出现的变异株可能改
变疫情趋势。

美国政府拟停止支付
新冠检测、治疗和疫苗费用

据新华社联合国 8月 22 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22 日应本月轮值主席
国中国倡议，就“加强对话合作，维护
共同安全”举行公开会。中国常驻联
合国代表张军主持会议。他在发言时
指出，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实
现共同安全的基础，是国与国交往的

“黄金法则”。
张军表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

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要原则是
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如果
这一原则被忽视、被抛弃，整个国际法
体系将地动山摇，世界将重回丛林法

则，共同安全就无从谈起。必须旗帜
鲜明，始终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
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维护国家
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努力。这是国与国
交往的“黄金法则”，也是实现共同安
全的基础和边界。中国一贯尊重他国
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守国际公平正义，
支持国际社会为实现共同安全所作的
努力。同时，中国也将采取一切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张军表示，牢固树立符合时代需
求的安全理念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前

提。全球化时代，世界安危与共。各
国要实现自身安全，就不能漠视他国
合理安全关切，就不能把本国安全建
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就不能
把自己的安全篱笆扎到别人家门口。
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搞单边主义、零和
博弈、集团对抗、强权政治那一套，既
难以保障自身长久安全，还会导致危
机轮番升级，走向共同安全的反面。
在这方面，北约东扩引发的问题和带
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张军表示，稳定的战略安全环境
是维护共同安全的底线。在所谓“大

国战略竞争”思维驱动下，全球战略安
全环境不断恶化，以《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为代表的国际防扩散体系面临冷
战结束以来最严峻挑战。

张军表示，有效的全球安全治理
体系是实现共同安全的必要条件。联
合国安理会是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
心，是多边安全体系最具权威性和合
法性的机构，在维护共同安全方面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国要坚持真
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
会发挥有效作用，积极回应时代需求
和各方期待。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与国交往“黄金法则”

8月22日，乘坐从以色列拉蒙机场出发航班的巴勒斯坦人抵达塞浦路斯拉纳卡机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8月22日电
（记者郭爽）英国卫生安全局22日
发表公告说，将为符合条件的人群
提供原剂量五分之一的猴痘疫苗，
以扩大疫苗可保护的人群规模。

公告说，将从3个国民保健制
度站点开始试点，为符合条件的人
群提供剂量更小但同样有效的疫
苗。英国卫生安全局说，这种安全
且经临床批准的方法称为“小剂量
给药”。当疫苗供应受到限制时，
这种方法可在不损害保护作用的
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给药剂次。

“小剂量给药”将为18岁及以
上符合条件的人群提供0.1毫升剂

量的“吉尼奥斯”疫苗，而不是通
常接种的0.5毫升剂量。英国卫生
安全局说，这可使接种疫苗的人
数增至多达5倍。“吉尼奥斯”原为
天花疫苗，目前已在欧盟一些国
家和美国被临时允许用于预防猴
痘病毒。

据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最新数
据，截至8月15日，英国累计报告
3195 例经实验室检测的猴痘病
例，其中英格兰报告3050例，多数
病例出现在伦敦。英国卫生安全
局说，大多数病例出现在男同性
恋、双性恋或有男男性行为的人群
中，但任何人都可能感染猴痘。

英国试行“小剂量给药”
应对猴痘疫苗供应短缺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2日电
（记者熊茂伶）美国全国商业经济
协会22日发布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近半数受访经济学家认为美国
经济将在数月内陷入衰退，七成
受访者对美联储在不引发衰退的
前提下把通胀降至目标水平没有
信心。

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是由
商业领域经济学家组成的专业协

会。协会于 8 月 1 日至 9 日对 198
名会员开展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47%的受访者预计，美国经济将在
今年三、四季度或明年一季度正式
陷入衰退；另有 19%的受访者认
为，美国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调查显示，73%的受访经济学
家“不太相信”或“完全不相信”美
联储能够在未来两年内将通胀降
至2%的目标而不引发经济衰退。

民调：多数经济学家对美国
应对通胀没有信心

8月23日，工作人员在法国尼斯一家酒庄的葡萄园收割葡萄。受今
夏高温及旱情影响，法国今年比往年提前采摘葡萄。高温加速葡萄成熟，
葡萄酒庄有望迎来一个好年成。不过依照一些专家的说法，如果法国的
高温干旱持续更长时间，可能影响今年的葡萄收成。 新华社发

法国：高温干旱致葡萄提前收割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22日电
（记者王卓伦 张天朗）以色列22日
首次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以第二大国
际机场拉蒙机场，约40名巴勒斯坦人
当天从该机场乘坐航班前往塞浦路
斯城市拉纳卡。这批巴勒斯坦乘客
中包括医生、药剂师及其配偶，他们
前往拉纳卡参加医学会议和度假。

以色列国防部下设的政府领土
活动协调处当天发表声明说，“巴勒
斯坦人首次登上了从拉蒙机场飞往
拉纳卡的国际航班”，以方仍在努力
让更多的巴勒斯坦人通过该机场乘
坐航班。

巴勒斯坦交通部发言人穆萨·拉
哈勒日前对媒体表示，以方从未与巴
勒斯坦政府沟通协调开放拉蒙机场
安排，以方仅仅是想获得经济收益，
而且“侵犯了巴勒斯坦主权和拥有机
场的权利”。

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当
前，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离开巴以地
区的通道为约旦河西岸地区与约旦
之间的艾伦比桥陆路口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