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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LIAONING DAILY
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广告联系：024-22699206/22698121
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拟对沈阳陆正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3户的债权资产

包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5月21日，该资产包债权

总额为13826.88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

布在沈阳地区。该资产包中涉及的抵质押资产包括

沈阳陆正重工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于洪区红沙

街8-1/8-2/8-3/8-4号的四处共29619.91平方米

工业厂房、办公楼及其他附属设施以及位于于洪区红

沙街8号的49335.75平方米工业用地；辽宁陆正金属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铁岭县横道河子镇武

家沟村的1处10000平方米工业用地；辽宁嘉丰农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营口元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50%股权。该资产包涉及的保证人包括沈阳万邦投

资担保有限公司、中国农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贸易

中心等企业以及自然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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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

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6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6天，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辽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黄经理、宁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18/024-22518982

电子邮件：huangyingwei@cinda.com.cn、ning-

baor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

22518979/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limingxu@cinda.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

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公告
杨 晓 辉（21011119XXXXXX2011），莫 全 福

（21078219XXXXXX0818）由于你们在我局辖区发
生重大事故，构成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拟对你
们做出吊销驾驶证的处罚，请及时到我局进行处理

（陈述、申辩或提出听证）。现公告送达，本公告自
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视为放
弃权利。

联系人：王警官
电话：18043002244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长春分局

通知
营口恒聚投资有限公司、大石桥新绿城物业有限
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章程第三十二条及第三十四条规
定，现决定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公司会议室（地
点：国际中心 26层）召开股东大会，商议关于周永
兵持有的10%股份转让给陶灵兰的相关事宜，望全
体股东届时参加，特此通知。

营口恒聚投资有限公司
大石桥新绿城物业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陶灵兰
2018年11月19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沈阳仲裁委员会
公告

辽宁新世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赤峰宏远
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诉你
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本会[2017]沈仲裁字第
17064 号裁决书。限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会领取裁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会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十一纬路 141
号，邮编 110014，联系电话：024-
82726877。

沈阳仲裁委员会

封路通告
由于丹东线（望海寨至杨水站二号桥）中央分隔带工程（盖州市滨海公

路K948+731—K965+507段）施工，该路段局部车道封闭交通。封闭时间为

2018年11月20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特此通告。

盖州市公路管理段

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8年11月17日

遗失声明
▲由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给大连金房
子门窗制造有限公司瓦房店分公司的增
值税专用发票一张的发票联、抵扣联遗
失，代码：2100173130，票号：01441433，已
认证，特此声明。
▲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冯金宇警官证

（2101603）遗失，声明作废。
▲新华书店北方图书城有限公司于 2018
年11月15日在辽宁日报刊登了关于发票
和报税盘丢失的作废声明，现对此声明进
行作废！
▲沈阳弘进橡胶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
票遗失，代码2100172130，号码00610383，
特此声明。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6 支
球队将分成 A、B 两个小组展开比
赛，小组赛共进行 7 轮，第一轮将在
11 月 27 日打响，第七轮将在 12 月 9
日结束，两天一场比赛很考验球队的
体能。按照中国足协下发的 U23 联
赛竞赛方案，比赛将分为小组赛和决
赛两个阶段，决赛阶段分为争冠和排
位两个组别，争冠组由小组赛各组的
前四名组成；排位组由小组赛的后四
名组成。决赛阶段将采取交叉淘汰
的赛制。

辽宁沈阳宏运队此次参加U23联
赛，被分在了B组，与辽足同组的球队
有广州恒大、江苏苏宁、天津权健、河

南建业、长春亚泰、新疆雪豹和河北
精英。本小组中有五支球队来自
2018赛季中超联赛球队，其中广州恒
大、江苏苏宁和天津权健，在中超联
赛里都是称得上豪门级别的球队。

U23 政策是中国足协为了增加
年轻球员比赛机会而制定的，由于今
年国家队征召以及出征亚运会等情
况的出现，U23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有意思的是，U23球员出场总
人次最少的三支球队——上海上港、
广州恒大、山东鲁能，恰恰是联赛的
前三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巧合。而
最终夺冠的上海上港，U23球员出场
总时间以及首发总时间都是最少。

U23联赛即将开赛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1 月
18 日，2018 年“中国杯”短道速滑精
英联赛哈尔滨站结束全部比赛，当日
进行了男女 1000 米、男女 2000 米混
合接力、女子3000米接力、男子5000
米接力五个项目角逐。河北选手安
凯、吉林选手张楚桐分别夺得男子
1000米和女子1000米金牌，八一队获
得男女2000米混合接力冠军，吉林冰
上中心/长春市联合代表队获得男子
5000米接力冠军，女子3000米接力冠
军归属于八一/青岛/河北联队。

2018 年进入了新一轮的奥运会
备战周期，“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
赛是由中国滑冰协会精心打造的以
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拔人才为
目的的一组联赛，联赛共设长春、哈
尔滨、青岛和北京4个分站赛，贯穿了
2018至2019赛季，其中哈尔滨是比赛
的第二站，为期4天的比赛进行得非

常顺利。
结束短道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比

赛的部分国家队队员，也参加了本次比
赛。再次打破男子500米世界纪录的
武大靖虽然没有比赛任务，但出席了开
幕式并参与了一系列推广活动，谈及自
己在卡尔加里、盐湖城两站的表现，武
大靖表示“对自己的成绩还是很满意
的”、“今年最主要的不是看能取得什么
样的成绩，而是以恢复体能为主”。

据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李琰介
绍，为了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
国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分
为“扩面、固点、精兵、冲刺”四个阶段
建设队伍，2018年为“扩面”阶段，从各
项赛事中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这次
联赛新的理念和创意就是让老运动员
在比赛中带动新运动员，最重要的是
通过赛事让运动员成长起来，最终目
标是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短道速滑精英联赛哈尔滨站结束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1 月
18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场游泳
比赛中，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在女子
100米自由泳项目上游出52秒79，刷
新由自己在今年 4 月全日本锦标赛
创下的亚洲纪录。这位在今年雅加
达亚运会游泳比赛中狂揽 6 金、6 次
刷新亚运会纪录的日本游泳天才是
中国女子游泳队在2020年东京奥运
会上最大的对手，而且现在看来她的
状态仍然在继续向上攀升。

今年的亚运会比赛，池江璃花
子可谓一战成名，她参加了 11 场比
赛，摘得 4 个个人项目、2 个接力项

目的桂冠，成为首位在一届亚运会
上摘得 6 枚金牌的游泳选手，同时
也刷新了 6 项亚运会纪录。更难得
的是她还非常冷静，直言要好好总
结，目标是将亚运会的成绩延续到
东京奥运会。

18岁的池江璃花子是一名不折
不扣的“天才型选手”，她身高 1.70
米、臂展长达 1.84 米，臂长对身高比
超过 108%，这种比例匹敌菲尔普
斯。而她在水中的表现也确实像女
版菲尔普斯，她在亚运会上的表现让
中国女队感到“很震撼”，“好好总结”
也是中国女队需要做的工作。

中国女子游泳最大对手
池江璃花子再破纪录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目标
瞄准2020年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从
现在就要开始。中国国奥队现在正
在重庆参加同年龄段的四国赛。前
两轮，国奥队一胜一平，1∶0小胜泰国
队，1∶1战平冰岛队，球队的攻击力令
人很是头疼。11月19日，国奥队将迎
来本次赛事最后一个对手、已经两连
胜的墨西哥队，墨西哥队首战2∶0击
败冰岛队，在第二轮又以6∶0大胜泰
国队，实力相当强劲，这场比赛将成
为国奥队整体水平的真正考验。

当然国奥队两场比赛场面上出
现的混乱与阵容进行大面积调整有
关，希丁克就是希望借此观察球队
考察球员。有队员表示，尽管希丁
克接手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已
经给队伍带来了不小的变化，“首先
感觉就是大家处理球更合理了。在
防守方面强调阵型的保持，最主要
的还是站位时保持比较紧密、不给
对方更多的机会。现在队伍才开始
组建，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球队会
更好的。”

毕竟希丁克亲自带队时间有限，
这次比赛国奥队还拿不出有说服力
的技术数据来，而在比赛中却暴露了
不少国奥球员基本功不扎实、缺少个
人技术能力的问题。当然，问题越早
暴露越好，对主教练来说，才可能有
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改
造。毕竟对国奥队来说，目标不仅仅
是闯过 2019 年 3 月的预选赛第一阶
段，而是要在2020年1月的奥运会预
选赛第二阶段，真正笑到最后。

主教练希丁克之前一方面觉得

备战时间太紧，一方面认为球员能力
不足，但现在他只能在球员现有的基
础上做提高工作，所以鼓励为主还是
一个好办法。希丁克在评价国奥队
的表现时说：“我们踢出过很好的半
场比赛，当面对技术更好或者身体更
强壮的对手时，我更想看一看队员们
的表现。我当然希望我们能够赢球，
虽然我没有盼来更多的进球，但我们
可以看到球员的拼劲、韧劲。球员的
这种精神力是非常可贵的，我对他们
这样的表现非常满意。”

希丁克欣赏国奥队的拼劲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1 月
17 日，辽宁省首届小篮球俱乐部联
赛暨飞豹菁英选拔赛在沈阳体育学
院正式开赛。在本次赛事表现突出
的小球员，将获得进入辽宁男篮俱乐
部梯队的机会。

本次赛事由辽宁衡润飞豹篮球
俱乐部携手辽沈晚报联合主办，辽宁
迈驰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
赛事面向全省6岁-12岁年龄段小球
员，共开设U8、U10和U12三个年龄
组，来自省内的9家俱乐部共19支参
赛球队，将在未来7周的时间里通过
单循环及交叉排位赛的形式角逐最
终的名次。本次赛事淡化名次观念，

鼓励小球员在比赛中更加充分的展
示自己的才能，这也更加符合辽宁男
篮的选材标准。

在比赛期间，辽篮青训梯队的
专业教练也将通过比赛数据、视频
及现场观摩等方式，对参赛小球员
进行考察。所有在本届联赛中表现
出色的球员，均有机会被邀请优先
加入 2019 年寒假期间举行的“飞豹
菁英特训营”，在梯队专业教练的带
领下进行拔高训练，进一步冲击升
入俱乐部梯队的机会；而对于那些
表现特别优异的球员，则有机会直
接被梯队教练选中，获得直通梯队
试训的名额。

省首届小篮球俱乐部联赛开幕

因为腰伤，郭艾伦此前缺席
了辽宁男篮的三场比赛。积攒了
一个星期的能量之后，郭艾伦在
与福建队的比赛中得到了释放。

本场比赛开始后，郭艾伦根
本不像是腰伤才痊愈的样子，突
破、远投、断球直接快攻上篮、接
队友传球扣篮……只用了 7 分
钟，郭艾伦的得分就达到了两位
数，这让主场球迷一次次陷入疯
狂。第二节，郭艾伦甚至顶着大

外援尼克尔森的防守投进了一个
三分球，攻击欲望之强烈可见一
斑。第三节，郭艾伦又施展迷踪
步，在王哲林面前上篮得分，很快
就将自己得分提升到了 20 分。
全场比赛，郭艾伦 15 投 11 中，独
得25分、4个篮板和6次助攻。

上周，郭艾伦度过了自己的25
岁生日，本场比赛的表现，对他自己
来说就是一个极好的生日礼物。

郭艾伦满血归来

上一场对阵
广州队，辽宁男篮
迎 回 了 李 晓 旭 。
18日的比赛，郭艾

伦和刘志轩也伤愈复出，这样，除了赵
继伟之外，辽篮终于凑齐了主力阵
容。面对以进攻见长的福建队，辽篮
打出了极高的命中率，最终以134∶116
击败对手，将战绩提升为9胜4负，与
上海、北京和深圳队并列排在第三位。

在赛前训练时，人们惊喜地发

现，缺席3场比赛的郭艾伦和缺席了
10场比赛的刘志轩都身穿队服进行
了训练，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本
场比赛复出。或许是受到两名主力
火线复出的鼓舞，辽篮一改慢热的习
惯，很快进入比赛状态，郭艾伦、李晓
旭和哈德森接连发威，首节36∶29领
先。第二节，两支球队都保持着极高
的命中率，精彩的进攻配合屡见不
鲜，半场打出73∶62的超高比分。

第三节进行到中段，刘志轩替补

出场，这也是他继第二轮辽篮客场击
败山西队之后本赛季打的第三场比
赛。本节结束，辽篮 106∶93 领先。
第四节，哈德森一直在场下休息，但
这丝毫没有影响到辽篮的命中率，分
差越拉越大。在胜局已定的情况下，
辽篮将巴斯也换下场休息，用全华班
打完了最后的两分钟。134∶116，辽
篮在这场对攻战中笑到了最后。

全场比赛，辽宁男篮的命中率相
当惊人，两分球 58 投 35 中，三分球

30投16中。哈德森两分球8投7中、
三分球 10 投 4 中，只用了 30 分钟的
出场时间就砍下了全场最高的 31
分。此役辽篮 11 名球员登场，10 人
得分，唯一没有得分进账的高诗岩却
送出了全队最高的 7 次助攻。全场
比赛，辽篮在篮板球输了3个的情况
下，助攻数 33∶23 遥遥领先，可以说
打出了一场接近完美的团队胜利。
阵容恢复完整，辽篮终于可以按照自
己习惯的方式赢球了。

常规赛第十三轮

不是哈德森，不是郭艾伦，也
不是丛明晨。18 日与福建队的比
赛，辽篮三分球投得最准的，居然
是李晓旭。全场比赛，李晓旭在三
分线外 7 投 6 中，得到本赛季个人
最高的 24分。要知道，全场比赛，
福建队全队也不过投进了9个三分
球。在李晓旭的带动下，辽篮打出
了本赛季进攻端最为顺畅的表演。

第一节，福建队大外援尼克尔
森就在三分线外给辽篮制造了巨
大的麻烦，但谁都没想到，辽篮这
边给予回应的是李晓旭，他在三分
线外连续两次出手命中。直到本
节后半段，李晓旭才在底角投丢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球。可谁
能想到，这也是他此役投丢的最后
一个三分球。第二节，李晓旭简直
进入和尼克尔森对飙三分球的节
奏。到了下半场，已经打嗨了的

“小二”怎么投怎么有，一次快攻得
分更是直接打停了对手。全场比
赛，李晓旭两分球5投3中，这还算
意料之中。但是他的三分更准，7
投6中。要知道，李晓旭很少在比
赛中能有7次外线出手的机会，更
别说投出85.7％的命中率了。

本赛季，人们惊喜地发现，三

年前被称为“脚踩三分线，手感就
来电”的李晓旭终于开发出了新技
能，他的“大号两分”变成了三分。
他向三分线外撤的一小步，却是辽
宁男篮进攻手段提升的一大步。
这是因为，在辽篮的战术体系中，
李晓旭并不是主要的得分点，所以
对手在轮转防守时，往往会放空他
这个点。在此情况下，李晓旭如果
能保证自己的命中率，对于对手来
说就是一场灾难。事实上，正是李
晓旭比赛一开始就在三分线外打开
了局面，福建队的防守才会顾此失
彼，比赛彻底进入辽篮喜欢的节奏。

实际上，李晓旭一直都有三分的
投射能力，只是命中率不够稳定。但
是本赛季，李晓旭在三分线外显得非
常自信，只要对手不上来紧逼，他空
位三分出手就不会有任何犹豫，信心
十足，而且命中率相当可观。之所以
能够这样，一方面说明李晓旭今年夏
天的训练非常刻苦，尤其三分球肯定
没少练，另一方面也能够看出，随着
年龄的增长，以及圆梦总冠军的经
历，让李晓旭的心理变得更加强大。
如果李晓旭能够在进攻端持续稳定
输出，对于韩德君和巴斯来说，将是
非常有力的支援。

“三分王”竟然是李晓旭

辽宁男篮134∶116击败福建队
的比赛，有一个人显得比较特殊，当
比赛大局基本已定、队友都在为他
创造机会，而他的每一次出手投篮
几乎都能得到球迷的欢呼声，他就
是贺天举。全场比赛，贺天举状态
有所复苏，三分球 2 投 2 中，得到 9
分、4 个篮板。“我们之前给了贺天
举 12 轮的时间找状态，这是第 13
轮，他终于找回了状态，我很高兴。”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郭士

强如此表示，“我们一直在鼓励他，
给他机会，单独训练，比赛中只要时
间允许，就帮助他找状态。”

除此之外，本场比赛最大的看
点就是刘志轩和郭艾伦的回归，郭
士强直言：“今年伤病确实比较多，
如果出现伤病，那肯定以球员身体
为重，延续他们的运动寿命才是第
一位的。不管球队多么困难，一定
要等到队员恢复好才能让他们回
到球场，这是很重要的。”

郭士强：贺天举找回状态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李翔采写

众神归位 辽篮火力全开

本场比赛，郭艾伦15投11中，独得2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