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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西省分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江西分
公司”）将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 10 时起至
10月1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
资 产 竞 价 网 络 平 台 上（网 址 http://
zc-paimai.taobao.com）对新余新创物资
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竞价标的
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持有的新余新创

物资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截至基准日
2020年 6月 20日，该户债权本金余额 45,
000,000.00元、孳生利息（含罚息）23,295,
962.09元（孳生利息、罚息计算以最终合同
及法律文书约定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为
准），债权合计68,295,962.09元。该户债权
涉及的诉讼等费用随本债权一并转让。

二、保证担保情况、重大事项、竞买人
应具备的条件及注意事项详见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三、挂牌价格
起拍价：1300 万元，保证金：300 万

元，加价幅度：0.5 万元或其整倍数。保
留价：有。请意向购买者自行前往长城
资产江西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
台详细阅读竞买公告和竞买须知。

四、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具体付款要求详见本

公告第六条。
五、竞价方式
本次竞价活动设置延时出价功能，

在竞价活动结束前，每最后2分钟如果有
竞买人出价，就自动延迟至5分钟。

六、竞价保证金及竞价款余款
（一）竞买人应于正式竞价活动结束

前在线缴纳保证金或在正式竞价活动开始
前将第三条所述保证金全额缴至长城资产
江西分公司指定账户（户名：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户机
构：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东湖支行［洪阳支

行］，账号：14317201040002455）。竞买未
成交的，竞买人需书面向长城资产江西分
公司提出退款申请，并载明退款账户信息
（应与缴纳保证金账户一致），由长城资产
江西分公司无息退款。

（二）竞买成功后（若只有一人参加竞
价，将补登7个工作日的公告，若公告期内有
人报名，则再次组织竞价，若无人报名，则确
定本次竞买成功），竞得者应与长城资产江
西分公司在3个工作日内签订《成交确认书》
及《债权转让协议》，同时竞得者所缴纳的保
证金在《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可等额冲抵
为其应支付的履约保证金金额，履约保证金
（不计息）在竞得者未违反《债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情况下，可等额充抵竞得者应向长城
资产江西分公司支付的转让价款。

竞得者应选择一次性付款。剩余竞
价成交款应在《债权转让协议》签订后3个
工作日内一次性缴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
账户。如竞得者未按期支付转让价款的，

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有权选择终止交易，
已收取的保证金300万元不予退还。

七、咨询与看样时间
有意者请自行多方位了解该债权资

产情况，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仅提供部分
参考资料。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正式竞价前一日止
接受咨询（节假日休息），请拨打咨询电话
或直接来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现场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刘荷横
联系电话：0791-86836718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晔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对新余新创物资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的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于2020年9月24
日 10 时起至 25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
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item.taobao.com）对高
安市瑞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了公
开竞价处置，现将竞买结果公示如下：

一、竞拍标的物
（一）标的物概况
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持有的高安市瑞银小额贷

款有限责任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截至转让基准日2020
年 4月 30日，债权总额 12034.48万元，其中本金 7000
万元，利息及罚息 4588.37 万元，案件受理费 39.71 万
元和违约金406.4万元（孳生利息、罚息计算以最终合
同及法律文书约定及人民银行相关规定为准）。

（二）担保措施
1.保证担保：
江西瑞州陶瓷有限公司、大观楼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高安市华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安市瑞鹏陶
瓷有限责任公司、江西亚中纺织有限公司、高安中瑞
投资有限公司、万瑞琳、胡江华、武和平、兰淑华、罗

三 、程学数提供保证担保。
2.质押担保:
瑞银小贷公司以其发放的贷款提供最高额 8500

万元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办 理 了 动 产 权 属 统 一 登 记 ，登 记 证 明 编 号 ：
02466609000298922699，质押金额22615万元，登记期
限为3年，到期日为2021年12月20日。

二、重大事项披露
（一）该债权已起诉，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开庭

进行了审理，近期将判决。案件审理过程中，长城资
产江西分公司向法院申请撤销最高额应收账款质押
的优先受偿权诉讼请求，但并未放弃该部分权益。

（二）在《资产转让协议》签订日至交割日期间对
债权进行处置而发生的相关处置费用由竞买人承担
（具体以《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为准）。

其他重大事项及瑕疵披露详见淘宝网资产竞价
网络平台上该项目的竞价公告、竞价规则、竞买须知
及《资产转让协议》（http://zc-item.taobao.com）。

三、挂牌价格
竞买起拍价：5000 万元，保证金：500 万元，加价

幅度：50万元或其整数倍，有保留价。
四、竞买结果
本次竞买活动结果如下：报名人数 1 人，出价人

数 1 人。竞买人为龚建华，出价次数 1 次，报价为
5000万元。

五、竞买规则及成交确认
根据竞买规则，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现对竞买结

果补登 7 个工作日公告，公告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含刊登日）起 7 个工作日止。如在此期间未征询到
异议，则与竞买人确认成交。

六、异议的受理
（一）对本次竞价有异议的第三人可在公告期内

就本次竞价活动向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提出异议。
该异议（有竞买意向的除外）原则上应书面提出并提
供相应佐证材料，经长城资产江西分公司审议，认为
异议成立的，终止本次竞价活动。

因情况紧急，异议人可先通过电话等其他方式先
行提出异议，但应在提出异议后3个工作日内向我司
提交书面异议及佐证材料。

（二）公告期内，有新的竞买人提出参与竞价的，

应在提交异议的同时缴纳足额的竞价保证金到长城
资产江西分公司指定收款账户［户名：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开户机构：中国农
业 银 行 南 昌 市 东 湖 支 行（洪 阳 支 行），账 号 ：
14317201040002455］，我司将重新在淘宝网资产竞价
网络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时间另
行通知各竞买人。

（三）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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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791-86836389
传真：0791-86836681
通讯地址：南昌市东湖区阳明路106号
邮政编码：33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791—8683677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分公司
对高安市瑞银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价的补登公告

亻毛

新华社青岛 9 月 26 日
电 （记者张旭东）针对山东
港口青岛港 2名装卸工人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青岛市已
对 151089 名一般接触者、社
区排查人群及相关从业人
员开展核酸检测，已完成核
酸检测 139658 份，结果全部
为阴性。

这是记者从青岛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26日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青岛市疫情防控专家
组组长、青岛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张华强介绍，
截至 9 月 26 日 8 时，青岛市
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 209
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
察，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其中 147 人完成第二
轮核酸检测、62 人完成首轮
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已排查到密切接触
者的密切接触者 232 人，全
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此外，青岛市采集冷链
产品和环境样本26589份，已

完成核酸检测21271份，仅在
2 名装卸工人装卸过的进口
冷链产品中检出阳性样本51
份。这批进口产品尚未进入
市场，已被全部封存。

张华强说，2 名装卸工
人均是无症状感染者，目
前在定点医院进行隔离观
察，自己感觉没有任何不
适症状，身体状况稳定，CT
检查未发现临床症状，血
清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
属早期感染。

张华强表示，经专家组
综合研判认为，从目前情况
来看，本次疫情感染源头明
确，传播链清晰，社区传播
风险低，目前采取的措施精
准有效。

据了解，这 2 名无症状
感染者是青岛市在对“应检
尽检”人员进行定期核酸检
测时发现的。按照山东省
统一部署，青岛市持续对 14
类重点人员每隔 14 天进行
一次核酸检测，包括医疗卫
生机构、口岸检疫、冷链食
品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青岛：

完成核酸检测近14万份
结果全部为阴性

新华社华盛顿9月25日
电（记者谭晶晶）美国疾病控
制和预防中心24日更新的预
测数据显示，到 10 月 17 日，
美国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
可能达21.4万至22.6万例。

预测显示，10月11日至
17 日的一周，美国可能新增
新 冠 死 亡 病 例 3400 例 至
7400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
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
病毒应对工作组重要成员

安东尼·福奇 25 日表示，美
国仍处于第一波新冠疫情
中，在即将到来的秋季和冬
季将面临严峻考验，公众应
做好准备。他此前曾表示，
可能要到 2021 年底美国人
的生活才能回到疫情前的
正常状态。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 25日晚，美国累
计确诊病例超过703万例，累
计死亡病例超过20.3万例。

美疾控中心：

到10月中旬美国新冠死亡病例
可能达约22.6万例

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
电 日前，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联合印发通知，对全国各
类学校结合开学入学教育开
展抗疫精神宣传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
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
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14 亿中国人
民坚韧奉献、团结协作，构
筑起同心战“疫”的坚固防
线，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
得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中
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
当，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
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通知要求，为弘扬伟大
抗疫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各地宣传、教育部
门要组织全国各类学校，结
合秋季开学、新生入学教
育，深入宣传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深入宣传伟大抗疫精神，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坚
定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信
赖，进一步增强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信心，进一步增
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通知指出，要结合学生
思想实际，通过演讲比赛、征
文活动、研讨交流、实地参观
等多种形式，生动活泼地开
展宣传教育，激励广大学生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学好知识、成长成才。

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通知

结合开学入学教育
开展抗疫精神宣传

▲9 月26日，在韩国仁川，中
方代表在遗骸装殓仪式现场向烈
士致敬。

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仪式举行在24日的安理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全球
治理视频首脑会议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
夫特对联合国和中国进行恶意攻击。这是美方近
期又一次在联合国平台上进行自娱自乐式的“甩
锅”表演。

出于国内政治需要，美一些政客罔顾事实，散
布“政治病毒”，不断上演“甩锅秀”。然而他们的
所作所为不仅抹黑不了中国、洗白不了自己，反而
凸显其自身政治操守的无底线。

针对美方毫无根据的指责与攻击，中国常驻
联合国代表张军予以有力驳斥。张军指出，美国
少数政客滥用联合国和安理会平台，继续传播“政
治病毒”，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对立和分裂，这样的
所作所为，不仅驱散不了病毒，而且已经极大地干
扰了全球团结抗疫的努力。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拥有全球最先进医疗
技术和最完备医疗体系的美国却在疫情面前完
败。一些美国政客为泄愤推责，不断滋事，企图把
责任推给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这些政客轮番表
演“甩锅”，其混淆视听、蛮不讲理、横行霸道的行
径令国际社会不齿，也让国际社会越来越看清他
们诿过于人的政治算计。

谎言终究难掩真相。中国应对疫情的时间线
清清楚楚，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抗击疫情，付出的巨
大牺牲和努力也有目共睹。中国为全球抗疫作出
的重要贡献举世公认。

正如张军所言，美方应该明白，指责别人解决
不了自己的问题。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
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都应首先通过自身努力去解
决。靠转嫁责任、“撒谎、欺骗、偷窃”，不仅于事无
补，而且只会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在拥有193个会员国的
联合国大家庭中本应率先垂范，更应该有大的样
子。但实际情况呢？美国大搞单边主义和霸凌行
径，不断“退群”“毁约”，严重冲击以联合国为核心

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比如，作为全球累计
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美国既不批准《京都议定书》，又退出

《巴黎协定》，彻底游离于全球碳排放体系和安排之外，成为国际
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最大的破坏者。

在国际社会隆重纪念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美国一些政客
真应该认真重温《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彻底反思二战之后

“丛林法则”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唾弃的根本原因。
事实不断证明，单边主义、霸凌行径站在历史正确的对立

面。奉劝美方一些政客停止自我设计的“政治秀”，反躬自省，改
弦更张，为世界尽到应有的责任。 （新华社联合国9月25日电）

“‘十四五’时期，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
面临的新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创新，不断开创体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体育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提出明确要求，对于推动“十四五”时期体
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时期，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各
方面发展，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
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在提高人民身体

素质和健康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激
励全国各族人民弘扬追求卓越、超越自我
的精神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
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
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在各方面都
强起来。“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奋进新时
代、迈上新征程，把体育健身同人民健康结
合起来，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同坚定文化

自信结合起来，坚持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
相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才
能不断向体育强国目标迈进。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
想，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加快建
设体育强国，就要深刻把握体育强国梦与
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
划和推进。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
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建立体育和卫生健
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
进健康新模式。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青少年文化学
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要推动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体育消费需求，加快

推进体育改革创新步伐，创新竞技体育人
才培养、选拔、激励保障机制和国家队管理
体制，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和动力。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强化
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
识，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
忍”。要高质量筹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实现办赛精彩、参赛出彩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
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能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
量。”在新的起点上，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
断发展体育事业，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我们就一定能为实现伟大梦想注入源源不
断的活力和动力。

（新华社北京9月26日电）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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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韩国仁川，韩
方工作人员将志愿军烈士遗骸入
殓。

9 月 26 日，第七批在韩中国
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仪式在
韩国仁川举行，中韩双方27日将
在仁川国际机场举行遗骸交接仪
式。此次韩方将向中方交接 117
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及相关遗物。

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联合国9月25
日电（记者王建刚）第75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5
日进入第四天，多国领导人
通过视频发言呼吁支持世
界卫生组织在抗击新冠疫
情中发挥关键领导作用，坚
定捍卫多边主义，共同应对
威胁与挑战。

荷兰首相吕特说：“要
想全面战胜新冠病毒，必须
加强国际合作，当务之急是
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关
键作用。”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
扬对联合国，尤其是世界卫
生组织及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中发
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并支持
把公平获得基本卫生技术和
产品当作全球优先事项。

科威特首相萨巴赫·哈
立德赞扬联合国为促进疫
苗研制以及诊断工具开发
所作努力，同时呼吁努力帮
助最脆弱人群。

葡萄牙总理科斯塔表
示，葡萄牙在 2021年上半年
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后，将
建议增加对包括世卫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内
的多个联合国机构的捐款。

泰国总理巴育说，新冠
疫情这一巨大挑战将成为试
金石，能够检验出国际社会
对多边主义的信念。全球治
理必须适应当今世界，国际
合作要充分重视最弱势群
体的需求，要努力践行《联
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

尼泊尔总理奥利强调，
只有通过强化“合作、民主、
科学和协调的全球伙伴关
系”，才能帮助各国人民应
对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的
艰难岁月。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
统帕努埃洛表示，每个人的
生命都是宝贵的。一旦研
制出有效的新冠疫苗，“应
当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并负
担得起”。

多国领导人呼吁支持世卫组织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