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月6日 本版主编：张立清 版式策划：戴喜龙 责任校对：玉 峰

世界·综合10

特朗普支持者要来 美国首都严阵以待

根据伊金霍洛旗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宁夏顺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伊金霍洛旗矿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将下列附表中所列的债权对应的
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
及相应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和其他应收款依法转让给宁
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债权有关的借款

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宁夏顺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债权的受让方，依法享有
上述资产债权的全部权利。

伊金霍洛旗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5日

伊金霍洛旗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宁夏顺亿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伊金霍洛旗矿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宁夏顺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花名表
基准日：2020年12月5日 单位：元

序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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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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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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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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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客户名称

王世荣

刘军
郭永才
杨杰
朱瑞

奇凤花
王贵祥
郝俊林
武小龙
张秀莲
韩伟
邱瑞

姚智兵
冯龙

鲍志亮
郭利刚
丁飞则
李宝儿
杨东

徐玉胜
李建军

余丽君

银花
孙嵘

呼增俊

孙建忠

张伟平

许威威

薛治荣

合计

发放日期

2014/11/30

2017/4/30
2017/6/20
2014/9/30
2016/10/24
2014/12/5
2015/8/11
2013/5/3

2012/3/12
2012/8/29
2013/4/19
2013/5/8

2017/5/18
2013/4/8

2014/6/11
2015/6/23
2014/6/18
2014/1/23
2014/1/22
2013/4/23
2014/12/26

2015/11/17

2016/12/24
2015/7/31

2015/12/30

2015/11/19

2015/9/24

2016/3/9

2015/9/30

最后到期日期

2015/11/25

2018/4/29
2018/4/10
2015/6/20

2017/10/23
2015/10/3
2016/8/10
2014/1/1
2013/3/11
2013/8/8
2014/4/18
2014/5/7
2018/4/17
2014/4/7
2015/3/10
2016/6/22
2015/3/17

2014/10/18
2014/10/21
2014/4/21

2015/11/20

2016/11/16

2017/11/20
2016/3/15

2016/12/20

2017/11/18

2016/9/20

2017/3/8

2016/9/29

基准日结欠本金

1,613,458.81

799,004.06
298,013.38
104,295.94

1,391,066.49
200,000.00
200,000.00
70,000.00

0.00
980,000.00
240,000.00
252,425.00
298,905.23
300,000.00
73,000.00
250,000.00
300,000.00
380,000.00
351,862.29
280,000.00

1,000,000.00

776,588.10

300,000.00
179,804.33

1,348,743.95

7,212,000.00

3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

20,099,167.58

基准日结欠利息

7,405,083.59

303,564.29
93,764.05
309,389.26
1,322,343.94
240,652.25
186,684.20

1,565,309.21
371,661.02

2,809,064.79
698,767.89
667,567.07
165,505.65
731,004.58
115,213.88
185,485.14
588,306.41
985,708.81
891,309.38
725,402.06

1,440,020.79

774,836.93

234,472.25
136,367.69

1,716,948.65

5,863,833.18

319,065.55

255,566.72

299,231.52

31,402,130.75

担保方式

保证+抵
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

保证+抵
押

保证

保证

保证

担保、抵押情况
保证：贺伟、乔秀英、折建彪、秦润花；抵押:王世荣名
下伊旗阿镇商贸城2号楼1层底商3号6-815-2号商
业；伊旗阿镇温馨小区2-37-115号住宅；康巴什呼和
塔拉路北8号万力国际商业城D座1层146号商业
李银女、刘换虎、柴三林、王海燕
苗刚兰、刘虎生、彭金梅、孟斌武
方翔、候俊、李凤兰、王智明
袁志国、郝俊娥、朱仲亮、郝俊娥、李志忠、袁美莲
赵凤林、齐霞、李在成、封燕
李在成、封燕、石胜利、王换
李霞、郝保林 、郝广苗、郝俊霞、刘保宽
李平、华小琴
王帅、白锦平、李伟、王召田、王芳
刘米贵、王美美、高建忠
宝力德、白文海、张小龙、郁欣
杨树喜、杨桂梅、杨海龙、郭丽霞
刘利军、刘海峰、李利荣
杨利平、苗小芳、张恒、马丽霞
马莉、尚利平、张要儿、李红继、尚利刚、张洁、
张捷、丁建兵、张要儿、李红继
杜兰、张彦兵、张建雄、张耀琴
杜慧升、温鹏程、王子敬
郭晓峰、蔡志平、郭正邦、刘振
张要儿、郭佳红、李晓霞、张觅
余国梁、奥丽花、张增昌、李先则、屈俊刚、马荣华、郭
子雄、郭玉莲
嘎如迪、绕各脑、尔定巴图、吴毛花
托娅、郁欣、斯庆托雅、王胜利、郝益东
郭玉才、李俊秀、王桃花、万荣、刘风琴、高军、祁斌、
呼俊莲
保证：高鹏峰、郭彩霞、刘耀伟、杨春香、苏文强、娜
仁、马海生、崔彩云；抵押：鄂尔多斯市金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东胜区鄂西街11号街坊1号楼
3单元202住宅，建筑面积127.56平米；康巴什区市
府南街15号金信仕博广场A1号楼5层502、5030号
公寓两套，建筑面积112.97平米；康巴什区市府南街
15号金信仕博广场A3号楼-1-1014号，2层2013号；3
层3016、3018、3019号，建筑面积：1401.30平米；

薛治荣、田风英

张伟平，王媛;梁春艳，薛治荣

郭建胜、张伟平

新华社消息 日本东

京丰州市场 1 月 5 日举行

年度首场金枪鱼拍卖，但

在餐饮业受新冠疫情冲击

背景下，往年的“天价”鱼

今年拍出“白菜价”。

拍卖早上 5 时过后开

始，一条青森县海域捕获

的 208.4 公斤蓝鳍金枪鱼

以 2084 万日元（约合 130

万元人民币）成交。

这一单条鱼成交价虽然

是1999年有记录以来第七高，

但相比2019年的3.336亿日

元（2088万元人民币）和2020

年1.932亿日元（1209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是“断崖式”下跌。

前年和去年出价最高的

是同一家餐饮连锁企业，今

年的“鱼王”由另一家餐饮企

业和一家批发商联合拍获。

拍获鱼的餐饮企业的社长

说，“在疫情负面新闻很多的

情况下”，这是“合理”成交价。

金枪鱼竞拍原本在东

京历史悠久的筑地市场举

行。筑地市场2018年下半年

搬迁至丰州并改为现名。新

冠疫情暴发以来，丰州市场

已经有超过170人感染，今

年1月5日的拍卖活动仅允

许相关人员在场，且必须做

好防疫措施。 （惠晓霜）

新华社消息 加拿大

8 名政界人士因无视防疫

旅行警告、在圣诞节假期

出国度假，受到外界强烈

批评，上周和本周相继辞

职或遭降职。

反对党保守党议员戴

维·斯威特辞去议会众议

院道德委员会主席职务。

保守党领导人埃林·奥图

尔的办公室1月4日声明，

斯威特去美国原本是为处

理“财产事务”，后来却留

在那里度假。

艾伯塔省省长贾森·肯

尼4日在社交媒体说，他接受

州政府分管城市事务的特蕾

西·阿拉德的辞呈，同时要求

省长办公室主任杰米·赫卡

贝辞职，原因是两人分别前

往美国夏威夷和英国度假。

肯尼说，阿拉德和赫卡贝愿

意接受他们不当举动的“后

果”，“在假日期间出国旅行”

显现他们“判断极为失当”。

斯威特、阿拉德和赫

卡贝等 8 名政界人士疫情

期间出国度假引发民众不

满，一些人上街抗议，其中

一幅标语写着“欢迎回家，

阿 洛 哈（夏 威 夷 人 问 候

语），阿拉德”。

为应对新冠疫情，加

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都发

布旅行警告，建议国民取

消不必要的国内外旅行，

尽可能待在家里。加拿大

卫生部网站数据显示，截

至3日，全国累计确诊新冠

病例 601663 例，单日新增

6578 例 ；累 计 死 亡 病 例

15865例。 （郑昊宁）新华社消息 美国马

萨诸塞州韦斯特菲尔德一

名男子40年前偷走当地一

尊塑像手中的青铜剑，日前

终于归还文物保护部门。他

希望年轻人吸取他的教训，

不要在年轻时恣意妄为，以

免余生良心不安。

美联社1月4日报道，

韦斯特菲尔德历史委员会

主席辛迪·P·盖洛德说，这

名男子联系当地市政厅，

承认在 1980 年偷走威廉·

谢泼德将军塑像手中的青

铜剑。经协商，男子和妻子

把剑送到盖洛德家，盖洛

德答应不公开他的姓名。

盖洛德说，这名男子

为自己的行为“备感羞耻

和懊悔”。男子说，他是名

退伍军人，“对另外一个军

人（威廉·谢泼德将军）做

这样的事”令他良心不安。

他希望报道这件事，提醒

人们，年轻时做的（不好

的）事可能困扰余生。

男子告诉盖洛德，他上

大学时的一天晚上，和几个

朋友喝醉了去偷那把青铜

剑。结果他一个人就把剑拽

了下来。他们次日清醒过来

后意识到做错事，但是担心

把剑还回去会承担不良后

果，就把事情搁置下来。

韦斯特菲尔德一名雕

塑师后来给塑像重新制作

了一把剑。男子还回来的

那把剑或由当地博物馆收

藏。 （欧 飒）

新华社消息 英国法

官 1 月 4 日驳回美国引渡

维基揭秘网创始人朱利

安·阿桑奇的要求，理由是

阿桑奇患有抑郁症，在美

国可能会想尽办法自杀。

对此，美国司法部表示“极

感失望”,并将继续要求引

渡阿桑奇。墨西哥总统洛

佩斯4日称，墨西哥愿向阿

桑奇提供政治庇护。

美国政府寻求引渡阿

桑奇，指控他17项间谍罪名

和1项不当使用电脑罪名。

如果罪名全都成立，他面临

最长175年监禁。英国一家

法院2020年2月开庭审理，

同年秋天就美国引渡要求

举行为期三周的听证会。

英国地方法院法官瓦

妮萨·巴雷策1月4日在位

于伦敦的中央刑事法庭作

出裁决。在裁决前，阿桑奇

的律师团队辩护说，阿桑

奇有权以记者身份在网上

发布信息；美国针对阿桑

奇的指控带有政治动机，

他如果被引渡到美国，将

受到不公正审判。

巴雷策在裁决中几乎

反驳了阿桑奇律师团队的所

有说法，但同时拒绝了美方

引渡要求，理由是阿桑奇的

精神状态不适合引渡。巴雷

策说，阿桑奇确诊阿斯佩尔

格氏综合征和自闭症，并且

受到严重抑郁症折磨。巴雷

策在裁决中说，阿桑奇在美

国将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

羁押或监禁状态，精神健康

状况可能恶化；虽然美方会

想尽办法不让阿桑奇寻短

见，但是凭借阿桑奇的“智力

和决心”，寻死不是难事。

阿桑奇坐在被告席，

神色平静，只在听完裁决

后用手拂了一下眉头，看

起来松了口气。他的伴侣

丝特拉·莫里斯在旁听席

激动地流下眼泪。莫里斯

与阿桑奇未成婚，二人育

有两名男孩。莫里斯说，这

一裁决是“一次胜利”，是

“通往正义的第一步”。

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

表示，将上诉至伦敦高等

法院。 （郭 倩）

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支持者计划在

国会 1 月 6 日清点选举人

票并宣布总统选举获胜者

当天在首都华盛顿集会。

特朗普表示他届时将到集

会现场。华盛顿市严阵以

待，除部署警力，还将出动

国民警卫队，以防发生暴

力事件。警方告诫集会人

员，不得携带武器。

依据计票结果，特朗

普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所

获普选票和选举人票均少

于民主党籍候选人、前副

总统拜登。只是，特朗普迄

今仍拒绝承认败选，称选

举存在“大规模舞弊”。

特朗普的支持者计

划 5 日晚上和 6 日全天在

华盛顿集会。他们的行动

获得特朗普支持。他 3 日

转发一条号召集会的帖

子，并写道：“我将到场。

历史性的一天。”路透社

以一名了解特朗普日程

安排的人士为消息源报

道，特朗普预定 6 日在白

宫外的集会地点对支持

者讲话。

特 朗 普 的 支 持 者

2020 年 11 月和 12 月在华

盛顿集会时，特朗普都予

以声援。11 月的集会中，

他乘坐汽车穿过集会人

群；12 月集会时，他乘直

升机从集会场所上空低

空飞过。

另外，12 名国会参议

员和大约 100 名国会众议

员打算在 6 日的会议上挑

战选举结果。

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收

到 3 份特朗普支持者的集

会申请，预计人数共计大

约1.5万。

华盛顿代理警察局长

罗伯特·康蒂 4 日在记者

会上说：“我们收到一些

信息，一些人企图带枪来

我们的城市。我们不允许

这样做。”康蒂说，除华盛

顿警方，国会警察、特工

处等执法力量也将参与

维持秩序。他警告，携枪

者或挑起暴力活动的人将

被逮捕。

美联社援引一名美国

军方官员的话报道，华盛

顿市长缪里尔·鲍泽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向军方申请

在特朗普支持者集会期间

部署国民警卫队。华盛顿

国民警卫队 4 日在声明中

说，将派遣超过300名国民

警卫队员。 （惠晓霜）

印尼分发
中国产疫苗

1月4日，在印度尼西

亚东爪哇省泗水市，当地

警察护送装有新冠疫苗的

车辆。自 1 月 4 日起，印尼

卫生部开始向全国34个省

级行政区分发由中国科兴

公司研制的新冠疫苗。

（据新华社报道）

男子良心发现 40年后归还盗窃文物

无视防疫警告 加拿大8名政界人士出国度假挨批

担心阿桑奇抑郁自杀 英法院拒绝向美引渡

疫情伤经济 日本“天价”金枪鱼拍出“白菜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