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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赛季的中甲联赛给辽足留下了什么（2）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1 月 5 日，
沈阳体育学院与韦德伍斯集团第五期“定
制式”人才培养班开班典礼暨韦德伍斯商
学院成立大会在沈阳体育学院举行。

据沈阳体育学院副院长曹继红教授介
绍，“订单式”人才培养从 2014 年起开班，
从开始的“实验班”“订单班”到如今的“定
制班”，从最初的社会体育学院逐渐辐射到
其他二级学院，目前已实现 6 个二级学院
全覆盖，经过不断的发展，5年时间已助力
200余名学生在学校和企业联合培养下得
到了系统培训，提升了专业素养。今年的
校企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为了更好地服
务社会、服务企业，沈阳体育学院将有3名
教师作为企业的课程总监，融入企业管
理。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
下，学校将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引企入校，
加强应用型转变试点专业和示范专业建设
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沈体第五期
人才培养班开班

在11月3日客场击败八一队之
后，辽宁男篮下一轮比赛要到11月
7 日才会进行，这是除了国家队比
赛窗口期和全明星周末之外，辽篮
在常规赛期间最长的一段休息时
间。除了放松一下疲惫的身体之
外，辽篮最需要的就是对开局 7 场
比赛好好总结。

前 7 轮，辽宁男篮 5 胜 2 负，暂
时与广州队并列第四名，战绩和排

名并非不可接受，但需要指出的是，
辽篮已经碰过的对手中，除了上海
队外目前排名都低于自己，像广东、
浙江广厦和新疆队这样的强队还没
有遇到，这就不能不引起深思。造
成辽篮联赛开局就陷入困境的主因
固然是大面积的伤病，但所有的

“锅”都让伤病来背，也是不客观
的。同样三名主力缺阵的情况下，
广东队一样可以掀翻新疆队。所

以，前 7 轮比赛在攻防两端表现出
来的问题，是辽篮必须加以重视的。

辽宁男篮场均得分为 105.14
分，在联盟只能排在中游。辽宁男
篮在进攻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总是
不能把球交给最合适的人。比如
说，当哈德森手感滚烫的时候，队
友应通过高质量的掩护为他创造
接球出手的机会；当内线防守空虚
时，外线球员应该及时把球给到韩

德君或者巴斯。客观来说，由于后
卫线减员严重，郭艾伦同时承担了
进攻和组织两项任务，无法对他太
过苛求，但正如主教练郭士强所
言，提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学会
更好地掌控节奏，对郭艾伦来说没
有坏处。

而在防守端，辽篮暴露出的问
题更多。表面上看，辽篮场均失分
为 98.14 分，这个数据仅高于广厦、

北京和山西三支球队，排在联盟第
四，但辽篮防守中的专注度和延续
性做得并不好，这一点在客场负于
浙江队的比赛中表现尤甚。或许人
们可以说，是邓蒙一个人打败了辽
篮，但邓蒙个人攻击力再强，也不会
强过新疆队的亚当斯。对比一下 4
日广东队与新疆队比赛时的防守就
会发现，辽篮需要向“八冠王”学习
的地方还有很多。

伤病只是客观因素

辽篮攻防两端都需要提高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赛季 CBA 常规赛 7 轮战罢，
广东队和浙江广厦队成为联盟仅有
的两支保持不败金身的球队，不出
意外的话，常规赛冠军很有可能会
从这两支球队中间产生。广东队可
以说已经隐约让人看到了冠军相。

同是七连胜，广东队的含金量
相对要更高一些，毕竟他们和豪华
之师新疆队打了两场硬仗。而就是
这两场疆粤大战，“八冠王”给所有
人上了生动的一课：同样的对手，不
同的阵容，优势的局面下怎么打，劣
势的局面下又怎么打。第一场比
赛，广东队阵容齐整，士气高涨，开
局就领先了30分，让后三节都成为
垃圾时间；第二次相遇，广东队易建
联受伤，周鹏、威姆斯禁赛，让足一
套“车马炮”，却没有如外界担心的
那样一触即溃，硬是把比赛拖入加
时并且绝杀新疆队。广东队这两场
比赛，对包括辽篮在内的CBA其他
球队而言，是教科书一般的存在，这
才是总冠军应有的表现。

事实上，通过这个夏天一系列
补强，广东队基本上在每个位置都
有两名实力相当的球员，甚至包括
杜润旺、曾繁日、王薪凯等年轻球
员，也表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
成熟，这样的阵容厚度冠绝联盟。
唯一令人担心的就是伤病，而在与
江苏队的比赛中，易建联伤退确实
让人捏了一把汗。不过事后证实，
阿联并无大碍，一周左右就能痊
愈。易建联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适当
休息一下，把精力更多留到季后赛，
这对广东队来说是因祸得福。未来
的一个月，广东队基本上不会遇到
传统强队，不知道谁才可以阻挡他
们连胜的势头。

广东男篮
露出冠军相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能在冬奥会
新增项目中夺冠，对中国短道速滑队来说
绝对是个好消息。11月5日，在短道速滑世
界杯卡尔加里站的比赛中，中国队在2000
米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以2分38秒245的
成绩夺金，这是国际滑联首次在世界杯设
立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国队成为第一个
冠军的获得者。同时武大靖在男子500米
第二次比赛中夺冠，为中国队再添一金。

至于为什么 500 米有第二次比赛，是
因为按照国际滑联规定，每个赛季的分站
赛中，每一站都有一个单项比赛两次。本
赛季卡尔加里站 500 米是比两次的单项，
所以就有武大靖包揽两枚500米金牌。第
二站比赛这个周末在美国盐湖城举行，比
两次的单项是1000米。

在2000米男女混合接力的决赛中，中
国队排出了最强阵容，4名队员范可新、李
靳宇、任子威、武大靖配合出色，从一开始
就确立了领先地位，并一直保持领跑，最终
强势夺冠，荷兰和韩国队分获二三名。

在男子 500 米的第二次比赛中，武大
靖后来居上，干净利落地超越对手，以 39
秒 915 第二次加冕冠军。在女子 500 米第
二次比赛中，范可新发挥稳定，以43秒214
的成绩获得第二名。在男子 1000 米比赛
中，任子威以1分24秒883获得第三名，在
女子 1000 米比赛中韩雨桐出现失误摔倒
而无缘奖牌。

武大靖在比赛后通过社交媒体晒出自
己的 3 枚金牌：“赛前的压力巨大，大到让
我胡思乱想。但是在赛场上我不会畏惧任
何对手，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中国短道速
滑队总教练李琰在赛后表示：“2018-2019
赛季，期待团队越来越成熟，无惧无悔，踏
踏实实，挑战自我，勇争第一。”

短道速滑世界杯
武大靖500米称雄

给辽宁沈阳宏运队这个赛季
的表现做总结，球队阵容的变化应
该是重要一环。上赛季的主力球
员走了多少人？今年的主力阵容
有多少人有过中超、中甲整赛季的
比赛经验？

“租借的杨旭、郎征走了，胡延强
走了，杨宇走了，小王亮走了，这5名
队员都是上赛季的绝对主力。”球队
主教练陈洋说，“赛季初我就和队员
们讲，千万不要说辽宁队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我们的骆驼在哪儿呢？”

陈洋实话实说，赛季准备期的
时候，很多留在队里的球员也有想
离开的心思，等他们意识到一定要
踢中甲联赛的时候，球队的备战工
作已经付出了很多时间。陈洋说：

“新的阵容重新磨合，队员心态的调
整，都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上半
年 8 个客场比赛也确实难度太大，
而且两个三连客，种种主客观原因
导致球队战绩不佳。间歇期之后，
大家统一了思想，坚信自己能打回
来，能把成绩打上去。球队战术体
系雏形也建立起来，队员们开始了
解主教练想要什么，想让他们达到
什么样的高度，但完全掌控球、掌控
比赛的能力还远远不够。”

既然不能完全掌控比赛，辽宁队
就在比赛中重点抓效率和速度。陈
洋说：“通过世界杯比赛就能看出来，
讲究进攻效率的球队成绩更好，而控
球率高的球队有时表现不佳甚至会
输掉比赛。这充分证明，控球率不是
绝对的，不一定代表占据优势，而进
攻效率高的球队才真正拥有优势。”

“球队在下半年比赛中创造出
的机会比上半年明显增多，每场比

赛必进球机会大概有两到三次，但
能把握住一到两次就不错了。到最
后我们也没有大比分赢过球，这就
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战术打法创造
出机会了，最后解决问题的人没
有。”陈洋说。

辽宁沈阳宏运队这个赛季真正
的“大比分赢球”，还是赛季首轮主
场以2∶0战胜新疆队那场比赛。由
于客场作战的新疆队整体实力和辽
宁队还是有一定差距，加上辽宁队
拥有主场优势，最终辽宁队获得胜
利。但赢球也让球队心态有些浮
躁，以为中甲不过如此，自己是中超
下来的队伍，取胜似乎理所应当。
其实现在复盘那场比赛，辽宁队的
阵容从守门员张振强到后防线上的
宋琛、罗素、熊飞，再到前场的冯伯
元和雷永驰，大部分都是在新赛季
加盟的球员，完全还是在磨合过程
中，而这个磨合过程，几乎贯穿了今
年整个赛季。

陈洋说：“我们球队的人员构成
层次分明，有外援，有老队员，有中
生代，还有年轻队员，怎么把他们拧
成一股绳？首先是教练员要真诚待
人，其次是通过业务能力征服他
们。你提醒的内容，比赛场上真就
发生了；大家通过努力训练，真能得
到回报，在比赛中能赢球，他们就会
相信教练员说的是对的，这是日积
月累的一个过程。”

提升球队的掌控能力，同样不是
朝夕能办到的事情。陈洋说：“首先
要能驾驭球，传控球的能力是一支球
队的核心。而个人技术、无球跑位等
都需要长期正确的训练，是我们球队
接下来坚持努力的方向。”

战术打法日渐完善
本报记者 黄 岩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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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与大连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将公告清单所列债权资产，通过阿里拍卖网站公开挂牌转让方式转
让给大连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债务承继人向大连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
或承担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大连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6日

借款人名称

大连昌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抵押物及担保人名称

抵押物为“昌盛经典·御花苑”30,613.53平方米、
“金色布拉格”6,198.69平方米。保证人为：丁长

林、丁飞、张凤波

本金

90,790,000.00

利息

32,422,548.65

本息合计

123,212,548.65

序号

1

2

3

4

5

6

7

资产名称

方圆国家标准样品油有限公司

葫芦岛炼锌厂

辽宁煜梽预拌商品混凝土配送中
心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天鸿商贸有限公司

辽宁萬來轮胎有限公司
（南厂区）

葫芦岛金鑫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新新家园实业有限公司

资产所在地

葫芦岛市连山区永昌街22-1号楼

龙岗区锦葫路98号、龙岗区连湾镇茨山

连山区渤海街35-2号1楼1单元403

葫芦岛市连山区锦郊街道团南村

葫芦岛市连山区中央大街9号

兴城市宁远办事处羊安乡八斗村

葫芦岛市连山区民安路20号

龙岗区锦葫路42号楼1-4整栋

资产类型

房产
设备

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土地

房屋及建筑物
住宅
土地

建筑物
机器设备
构筑物
土地

建筑物
土地
房产

机器设备
房产
土地
房产
土地

数量

1963.88平方米
7台套
20项

88823.1平方米
2919.05平方米
115.98平方米
139780平方米

14830.09平方米
33台
46项

2397.45平方米
14270.84平方米
121178平方米
25140.3平方米

211台套
27071平方米
8197.9平方米

25209.48平方米
11907.6平方米

以物抵债金额
（万元）
1097.61

4022.55

9171.78

6409.18

15114.75

14801.07

18747.44

风险提示：
本次处置为以物抵债资产转让。
本交易项下的以物抵债资产将按其现状出售，本

公司不对资产的状况做任何声明或保证。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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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四、处置方式：公开处置
自 2018 年 11 月 6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4 日止，公

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叶先生，联系电话：024-

86285858-311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邹先生，联系

电话：024-86284760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8年12月4日
债权详细信息，请投资者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8年11月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拥有葫芦岛市新新家园实业
有限公司等 7 户以物抵债资产，拟进行
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

法，并可承担购买以物抵债资产所带来
的风险。如上述以物抵债资产有未交纳
的土地出让金、土地收益、税费等，由买
受人负责补交；因过户所发生的全部税
费由买受人承担（包括我公司应承担的
全部相关税费）。

二、以物抵债资产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

分行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将葫芦岛市新
新家园实业有限公司等 7户资产转让给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双方于 2018年 1月 26日在辽宁
日报刊登了资产转让公告，上述资产具
体情况如下：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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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 日，在多哈第 48 届体操世锦赛中获得佳绩的中国体操队
载誉回国，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中国体操队选手刘婷婷抵
达机场。 新华社供片

中国体操队载誉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