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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近20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对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16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拟对下列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单位：万元

以上16户债权合计38982.84万元，其中本金余额10010.27万元，利息28972.57万元（乌海项
目利息计算截止2019年12月26日，其余利息计算截止收购基准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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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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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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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2020年11月16日至2020年12月11日。
处置方式：拍卖转让、挂牌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整体组包、部分组包或单户转让处置。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款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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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梁先生、李女士
联系电话：0931-8418740或0931-8418728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定西路332号，长城建国饭店东门
邮政编码：730030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31-841877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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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乌海市广昊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白银迎春酒业有限公司
景泰县瑞丰养殖专业合作社
甘肃颐通管业有限公司

靖远盛鑫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华惠集团景泰麦芽有限公司
甘肃向华矿业有限公司

庆阳馨华园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庆阳宝源果蔬食品有限公司

甘肃龙泉节水科技有限公司
永登鸿岳商贸有限公司

永登伟志球团经销有限公司

甘肃龙源泰兴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瑞创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宁夏圣德华镁业有限公司
宁夏秦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合 计

所在地区

乌海市、包头市

白银市
白银市
白银市
白银市
白银市
陇南市
庆阳市

庆阳市

永登
永登

兰州

兰州

兰州

宁夏
宁夏

本金

0

799.94
260

732.88
372.16
57.3
124.58
450

1,199.93

600
190

170

396

700

1,000.00
2,957.48
10,010.27

利息

18,343.51

178.31
37.28
828.89
211.11
6.75
139.47
103.18

401.51

92.82
19.5

26.3

91.47

166.42

2,201.76
6,124.30
28,972.57

本息合计

18,343.51

978.25
297.28
1,561.77
583.27
64.05
264.05
553.18

1,601.44

692.82
209.5

196.3

487.47

866.42

3,201.76
9,081.78
38,982.84

抵质押物情况
1.债务人乌海广昊公司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大庆路东、凤凰岭东街北46786.8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为乌国用09第516号。
2.债务人乌海广昊公司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大庆路东、凤凰岭东街北30117.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及该土地上总计40401.39平方米在建工程建筑
物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为海勃湾分国用（2011）第689号。
3.担保人包头市鸿德企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包头市九原区开发区西侧“和谐警苑”项目184593.09㎡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土
地证号为包国用2010第700014号，生效判决确认对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4.债务人乌海广昊公司的全体股东以其合计持有乌海广昊公司的100%股权进行质押担保。
5.担保人包头市鸿德企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以其合计持有包头鸿德公司100%股权进行质押担保。
6.保证人马慧平、王心雄、刘维洁、王雪鹏、史久晗、包头市鸿德企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
无
无
机动车辆（已拍卖）
应收账款
其他
保证人：庆阳市创业扶持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安治同、谷相谊（夫妻关系）。
1.庆阳宝源果蔬食品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驿马镇儒林村宝源果蔬1幢，厂房4,866.08㎡及土地使用权12,483.16㎡。2.庆阳
宝源果蔬食品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驿马镇儒林村宝源果蔬2幢，商业用房757.58㎡及土地使用权12,483.16㎡。保证人：范典
仁、黄军荣。
债务人位于兰州市永登县龙泉寺镇的机械设备（13套生产薄膜设备）仅公证抵押，未办理他项
债务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柳树乡营儿村水泥二厂旧址的生产车间（2000㎡)及机械设备，仅办了公证抵押，未办理他项。
徐大仁、张瑞兰位于兰州恒大名都幢1层118号的商铺46.18㎡，该抵押物只有购房合同，没有房产证，仅办了公证抵押，未办理他项；
王新、徐吉秀位于兰州恒大名都一期5-3-2903号的住宅117.72㎡，该抵押物只有购房合同，没有房产证，仅办了公证抵押，未办理他项。
王丽名下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街道甘南路819号02屋001-003号3套商铺，抵押物权证伪造，抵押担保已灭失。
杨广林名下位于甘肃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中街子96号一层商业用房；王雁飞名下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酒泉路无号第3层001
室营业用房。上述抵押物权证伪造，抵押担保已灭失。
抵押物已处置，现无财产可供执行
抵押物已处置，现无财产可供执行

新华社消息 美国疾

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1月13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

12日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

例 194610 例，连续第五天

刷新全球范围内一国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最高纪录。

数据显示，美国 12 日

新增新冠死亡病例 1147

例。截至12日，美国过去7

天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 13 万例，为疫情暴发

以来平均日增病例的峰

值。7天平均日增新冠死亡

病例数也不断攀升，目前

已超过1100例。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

间 13 日晚，美国累计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 1070 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4.4万

例。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

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公

众最早可在明年 4 月接种

新冠疫苗。

美国华盛顿大学卫生

统计评估研究所12日发布

的最新疫情模型预测结果

显示，美国单日新增新冠

死亡病例到2021年1月中

旬可能达到峰值，每日新

增约 2200 例；到 2021 年 3

月1日，累计死亡病例可能

接近 44 万例 ；如果全美

95%的公众能戴口罩，到明

年 3 月 1 日累计死亡病例

可能减少6.8万例。

这家研究所在一份声

明中说，目前美国每日新

增确诊病例数以惊人速度

上升。根据此前欧洲的经

验，新冠死亡病例的增速

可能很快会赶上新冠确诊

病例增速。当前全美几乎

所有州都在经历秋冬新冠

感染“激增潮”。（谭晶晶）

新华社消息 美国哥

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

11 月 13 日公布的文件显

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12 日决定，将移动应用程

序 TikTok 剥离在美业务

期限延长 15 天至 11 月 27

日。

美国财政部13日也发

表声明，证实了上述延期

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月

6 日签署行政令，称 Tik-

Tok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

威胁，将在 45 天后禁止任

何美国个人或实体与Tik-

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进行任何交易。8月14日，

特朗普再次签署行政令，

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

离 TikTok 在美国运营的

所有权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

文斌 13 日表示，中方一贯

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

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

压外国企业的做法。希望

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

公平竞争原则，遵守国际

经贸规则，为各国企业在

美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

境。 （许 缘 高 攀）

美国延长TikTok剥离在美业务期限

新华社消息 英国最

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之一萨

克利夫11月13日在医院死

亡。英国媒体报道，萨克利夫

感染新冠病毒拒绝治疗。

萨克利夫 74 岁，1975

年至1980年在英国约克郡

等地杀害至少13名女性，多

为年轻妓女。他作案手段残

忍，被媒体称为“约克郡开

膛手”，引发公众恐慌。萨克

利夫1981年1月落网，同年

5月被认定13项谋杀罪名

和7项谋杀未遂罪名成立，

判处20个终身监禁，并被诊

断患有精神疾病。

英国警方当年发起规

模罕见的侦查行动，但一

次次错失机会。连萨克利

夫自己也难以相信竟然能

长时间逍遥法外，“他们掌

握了全部线索，却没有早

点抓到我”。

侦查过程中，警方9次

讯问萨克利夫。在一次讯

问中，警方给萨克利夫看

一张照片，是一名被害人

尸体身旁的凶手鞋印，却

没有注意到他当时穿的正

是那双鞋。侥幸生还的受

害者克拉克斯顿向警方描

述萨克利夫的外貌，但警

方认为克拉克斯顿不是被

“约克郡开膛手”所伤，原

因是她的身份不是妓女。

（惠晓霜）

英国连环杀手感染新冠死亡

新华社消息 缅甸联

邦选举委员会 11 月 14 日

公布联邦议会选举最终结

果，国务资政昂山素季领

导的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

（民盟）获半数以上联邦议

会席位（含军人非选举议

席），将继续执政。

数据显示，在此次大

选产生的 476 个联邦议会

席位中，民盟赢得396个议

席，包括人民院（下院）258

席、民族院（上院）138 席，

另一主要政党联邦巩固与

发展党（巩发党）获得33个

联邦议会席位，少数民族

政党掸族民主联盟获得15

个联邦议会席位。以上三

政党为获得议会席位最多

的三个政党。

与联邦议会选举同时

举行的省邦议会选举最终

结果尚未公布，在已确定

的省邦议会 600 余个席位

中，民盟获绝大多数席位。

缅甸 8 日举行五年一

次的全国大选，来自87个政

党的候选人以及独立候选

人共5600多人角逐1100多

个联邦和省邦议会席位。缅

甸上一次全国大选于2015

年举行，民盟赢得议会绝对

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

缅甸民盟席位过半将继续执政

新华社消息 斯洛文

尼亚媒体11月14日报道，

发明家彼得·弗洛里扬契

奇去世，享年 102 岁。他年

轻时参加过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靠制造死亡假象躲过

一劫，参演过好莱坞电影，

一生共有400多项发明。

斯洛文尼亚新闻网站

Siol 援引布莱德市政府消

息报道了弗洛里扬契奇的

死讯。斯洛文尼亚总统博

鲁特·帕霍尔向弗洛里扬

契奇家属表达慰问，还说

政府计划举行活动纪念这

名发明家。

弗洛里扬契奇的众多

发明中，共 40 多项被投入

工业应用，其中最有名的

一项是香水瓶盖喷雾器。

布莱德位于斯洛文尼亚首

都卢布尔雅那以北 50 公

里，弗洛里扬契奇出生在

这一冬季运动及湖滨度假

胜地。他 1936 年作为跳台

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当年

举办的冬季奥运会。弗洛

里扬契奇的家乡二战时被

纳粹德国占领，为避免被

纳粹强召参战，他制造了

自己在奥地利死于滑雪事

故的假象，之后前往瑞士

生活。在那里，他有了第一

项成功发明：供残疾人使

用的织布机。 （郭 倩）

斯洛文尼亚传奇发明家102岁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