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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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恒捷万鼎贸易有限公司（税号
91210102MA0Y9EB64K）遗失开具的辽
宁 增 值 税 专 用 发 票 3 张 ，发 票 代 码
2100183130，发 票 号 码 02284214 至
02284216，金额每张均为 8610 元，特此
声明。
▲大 商 丹 东 新 玛 特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
91210600676861054P)开具给丹东玛菲
雅商贸有限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2100172320，发票号：12978480
丢失，声明作废。
▲辽宁华勤商贸有限公司机构信用代码
证丢失，代码 G10210101047281601,声明
作废。
▲沈阳华藤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财
务章（备案号：210198000040337）于 2018
年12月17日遗失，声明作废。
▲辽宁嘉香食品有限公司开具的辽宁
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扣联丢失,
代码 2100173130，号码 02072488，特此
声明。

▲李宇华丢失沈阳世茂新纪元置业有限
公司世茂铂晶宫 2416号房款收据，收据
号0159917，金额804244元，声明作废。
▲王林军残证辽军A00231号丢失，声明
作废。
▲ 王 厦（21018119XXXXXX1543）将
2018年9月3日开具的阳光置业48#1单
元 1 越 2 1 号门收款收据 0052555 号丢
失，首付款110000元，声明作废。
▲ 王 厦（21018119XXXXXX1543）将
2018 年 9 月 14 日开具的阳光置业 48#1
单元 1 越 2 1 号门收款收据 0052574 号
丢失，首付款383864元，声明作废。
▲夏正申将 2001 年 5 月 31 日开具的位
于乱石山铁路住宅 19-1 房屋出售专用
收款收据丢失，编号 0197711，金额 3175
元整，声明作废。
▲营口市站前区品尚流行坊开户许可证丢
失，核准号：J2280001535101，声明作废。
▲ 何 树 英 执 业 医 师 证 丢 失 ，编 码
24121010000023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3”工程桥

头2号营区装配式集体宿舍新建

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本溪市；

招标规模：新建 4 栋钢框架

装配式建筑19468平方米；

合同估价：约5141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12月25日17 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

网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罗助理

电话：13214143923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94部队营建办

2018年12月14日

注销声明
凤城市天禹机械铸造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号：2106822500089，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解
散，请各债权人、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来本公司申报债权。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注
销，特此声明。

地址：凤城市凤山经济管理区头台村202号
联系人：杨兵 联系电话：13704959490

凤城市天禹机械铸造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注销声明
凤城市君岳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

照号：210682004039935，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
解散，请各债权人、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来本公司申报债权。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注
销，特此声明。

地址：凤城市草河经济管理区保卫村七组
联系人：李根钧 联系电话：15941592422

凤城市君岳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0日

中央、省、地方三个资质国有产权交易平台

大连产权交易所 大连古金拍卖有限公司公告
（2018年第1182号）

受有关部门委托，将于2018年12月27日10:00在指定网络交易
平台以网络竞价方式对2辆机动车公开拍卖，标的状况以现场展示
为准。具体信息和报名方式详见网站(网址：www.daee.cn)。

展示时间：2018年12月24日至2018年12月25日。
展示地点：统一展示集合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14:00大连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门前集合。
项目咨询：李女士0411-65851262,18841181231
项目报名：赵女士0411-65850523

单证销毁声明
因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已正式更名为国任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12月7日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

司已对带有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的旧版空白单证进行

销毁，如遇有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字样空白单证，均为无效

单证，无法使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特此声明。

国任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分公司

2018年12月19日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2 月
18 日，第二届辽宁“奥通苗子杯”青
少年业余篮球培训机构联盟赛所有
组别的比赛在沈阳全部结束。共有
来自沈阳等省内 7 个市的 19 支球队
参加比赛，代表着辽宁青少年业余篮
球的最高水平。

本届赛事由辽宁国为四方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主办，比赛分为三个组
别。U10 组别前三名分别为海城金
鸿体育队、沈阳奥体小少队、阜新篮
校队；U12 组别，前三名被海城金鸿
体育一队、沈阳文艺二校队和辽阳北
方狼队包揽；在 U14组别，沈阳通之
队夺得冠军，葫芦岛超越队和阜新篮
校队分列第二、三名。

辽宁青少年
业余篮球培训机构联盟赛落幕

在经过4天的休整之后，辽宁男
篮在 19 日迎来常规赛第 21 轮，坐镇
主场迎战青岛队。无论从哪个角度
来讲，辽篮赢下这场比赛都不应该有
什么悬念，但辽篮仍然需要认真打好
这场比赛，争取用十连胜迎接21日即
将打响的“辽粤大战”。

在上一轮的“齐鲁德比”中，青岛
队赢得了一场 29 分的大胜，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这是在山东队只能排出
全华班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青岛队
主帅范斌也坦言，这样的比分不具有
太大的说服力。这个夏天，青岛队对
阵容进行了补强，引进了多名极具实

力的内援，阵容厚度大大加强。但新
赛季开始以来，青岛队始终未能打出
人们期待的战绩。20 轮战罢，青岛
队只拿到6场胜利，距离积分榜第12
名的江苏队还有3个胜场的差距，仍
然在为争夺一张季后赛门票而努力。

不过，青岛队拥有两名个人能力
超强的外援。小外援吉布森在CBA
效力多年，有着极强的终结能力，本
赛季迄今场均可以交出 36.4 分、7.4
个篮板和3.3次助攻的全能数据。而
大外援约翰逊身体条件出色，本赛季
迄今场均数据为 23.7 分、15.6 个篮
板、3.2 次助攻，值得注意的是，约翰

逊场均盖帽也有 2.2个，这对辽篮的
内线进攻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当然，青岛队国内球员中除了张
骋宇之外，再没有场均得分上双的稳
定得分点，这是一个短板。而辽篮挟
九连胜余威，士气正旺，主场拿下实
力不如自己的对手，应当是常规操
作。更何况，在本场比赛之前，辽篮
已经休息了4天，伤病和疲劳都得到
进一步缓解。从以往经验来看，经过
较长时间休整之后打的第一场比赛，
辽篮的成绩往往不会差。

而对于球迷来说，他们更关注的
应该是周五的比赛，也就是辽宁男篮

与领头羊广东队的强强对话。某种
程度上来说，19日与青岛队的比赛，
可以视为 21 日“辽粤大战”的热身
赛。但是，如今 CBA 的强弱之分已
经逐渐模糊，辽篮千万不能有轻敌思
想，必须尊重每一个对手，根据青岛
队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攻防战术，
同时在比赛中保持足够的专注度。
如果能做到这些，辽篮的十连胜将是
水到渠成。

今战青岛队 辽篮切忌轻敌
本报记者 李 翔

辽篮VS青岛导视
DAOSHI

今日19时35分

辽宁卫视体育频道直播

从一度跌至积分榜第七位，到如
今以一波九连胜领跑第二集团，重新
夺回“争四”主动权，辽宁男篮只用了
一个月的时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
因让辽篮重新焕发出令对手胆寒的
战斗力，伤员回归阵容齐整？适度轮
休体能充沛？这些理由都对，但必须
看到，经过赛季开始阶段的调整，辽
宁男篮正在逐渐找回防守端的感觉，
这才是他们战绩回升的最关键因素。

在国家队比赛窗口期之前，辽篮
打了 15轮常规赛，11胜 4负，场均失
分为 103.7 分，这个数据甚至还不如
一直在积分榜末尾徘徊的八一队。
等到 20 轮战罢，辽篮场均失分已经
下降到 101.8 分，排在联盟第三位。
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能在5场比赛之
后就让场均失分减少接近两分，辽篮
在防守端下的功夫可见一斑。

常规赛第二阶段迄今的 5 场比
赛，可以视为辽篮本赛季防守专注度
保持最好的一个时期。即便是面对
南京同曦队这种战绩不佳且攻击力
也很一般的球队，辽篮仍然能够全场
比赛都在防守端保持足够的专注度，
这种认真的态度非常值得称道。事
实上，辽篮高水准的防守在常规赛第
二阶段一直得到延续，除了 15 日与
吉林队的比赛，没有一场比赛的失分

超过辽篮本赛季迄今为止的场均失
分。在防守端做到这个程度，战绩自
然不会差。

目前联盟风头最劲的是广东队，
该队的“快打旋风”一度横扫 18 连
胜 ，目 前 场 均 得 到 118.4 分 冠 绝
CBA，也被视为本赛季总冠军的最
大热门。但要看到，和广东队比起
来，辽篮既不是采用双小外援配置，
也缺少像易建联、周鹏这样机动能力
极强的内线攻击点，换句话说，广东
队的成功经验，辽篮没有办法模仿。

相比而言，本赛季势头仅次于广
东队的北京队，倒是辽篮可以学习的
对象。客观地说，北京队攻击力一
般，关键时刻更是缺乏绝对的爆点，
这导致他们场均得分刚过100分，在
联盟排在倒数第三位。但是，希腊教
练雅尼斯打造的团队篮球，追求的就
是永远让对手得分比自己低。在大
多数场次，他们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辽篮
的战术，和北京队有相似的地方，比
如都强调用高强度的对抗来降低对
手的命中率，比如都通过减少比赛的
回合数来防止对方打出攻防转换的
速度。所以，在未来的比赛中，辽篮
在防守端仍然有很多可以向北京队
借鉴的地方。

领跑第二集团 辽篮靠的是防守
本报记者 李 翔

北京时间 12月 18日，NBA休斯
敦火箭队官方宣布，裁掉中国球员周
琦。周琦本人通过社交媒体回应：

“我下午接到通知，我理解火箭队目
前对于成绩的迫切追求。我也感谢
火箭对我的培养。休斯敦是我的一
段美好旅程，2019 年我将继续努力
追逐梦想，不但是为了自己的职业生
涯，还有中国男篮世界杯这件大事。”
这就是 NBA 职业篮球的游戏规则，
交易、裁员，都是常规操作。对周琦
来说，两年来一共为火箭队登场 19
次，场均上场6.6分钟，得到1.3分1.2
篮板 0.1 助攻 0.11 抢断 0.74 盖帽，以
这份成绩单来说，火箭队确实有理由
裁掉他，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
中的事情。

当然，火箭队给周琦的机会也不
够多。在2018-2019赛季，周琦合计
只为火箭队出战了55秒。由于伤病
原因，他的训练并不算系统，因此登
场亮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可以肯定
的是，周琦之所以被裁与伤病无关。
火箭队需要腾出一个位置，周琦和
火箭队签下的 4 年合同并非保障性
合同，而是每一年都要在相应的时间
节点来确认是否继续。火箭队如果
在2019年1月10日前没有裁掉周琦，
那么周琦今年的合同就将转为完全
保障。这么做也是在球队人员和薪
金构成上做出的合理调整。当然周

琦也真是不走运，从赛季前的训练
营，到后来下放毒蛇队打球期间，他
都多次受伤，错失了很多证明自己的
机会。

好在周琦现在只有 23 岁，他的
潜力还是巨大的。火箭队总经理莫
雷这么说有客气话的成分，但也是事
实。周琦之所以在火箭队没立住脚，
是因为火箭队在内线人员储备上很
充足。在周琦被裁前，火箭队的中锋

位置上有卡佩拉、内内、哈尔斯滕泰
因和周琦4人，卡佩拉自然是雷打不
动的主力，至于他的替补，如果内内
保持健康，他的出场时间也非常稳
定，但即便内内受伤，主教练更加信
任的也是哈尔斯滕泰因而不是周
琦。用熟不用生，除非你有超强的实
力，否则凭啥要求主教练冒着输球的
风险给你提供增长经验的机会呢？

火箭队从始至终都没有给周琦

提供真正的机会，但是，周琦却表现
出了令人敬佩的职业态度。认真训
练是对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如果一直打不上球，那只能说你水
平还不够。只要不断进步，总会打上
球的。”

能到美国训练的中国球员比以
前多了很多，但是在 NBA 打球的机
会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体验。在这一点上，周琦已经实
现了自己的小目标。接下来，成为
NBA 自由球员的周琦的任务很简
单：一方面是把伤病彻底养好；另一
方面则是等待，看看有没有另外一支
球队愿意签下他。

根据规定，被裁后如果没有被其
他球队认领，周琦将在 48 小时之后
成为完全自由球员，届时他可以选择
与其他 NBA 球队签约，也能选择去
欧洲或回中国打球。

周琦已经错过了这个赛季 CBA
联赛注册的时间，按照规定，周琦没
有办法再为任何一支 CBA 球队出
战，但是也不能排除，如果周琦确定
回归，CBA公司会酌情“特事特办”。

毕竟，明年的篮球世界杯即将到
来，作为中国男篮最重要的一名内线
球员，周琦需要用比赛来保持良好的
竞技状态和身体素质。然而，是去是
留，最重要的决定权还是在周琦自己
手上。

被火箭裁掉后 周琦的下一站？
本报记者 黄 岩

图为2017年10月21日，周琦（中）在对阵独行侠队的比赛中。

12月18日，在青海多巴国家体育训练基地
举行的2018中国青海国际冰壶精英赛第五日比
赛中，中国女子A队以6∶5战胜美国女队。这是

中国女子A队选手孙呈钰（左）、张丽君（中）和王
紫悦在比赛中。

青海国际冰壶精英赛 中国女子A队胜美国队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2 月
18 日，中国足协 U23 联赛排位赛进
行到关键阶段，辽宁沈阳宏运队对阵
延边富德队，最后辽宁沈阳宏运队通
过点球大战战胜对手。

比 赛 进 行 得 很 激 烈 ，第 42 分
钟，延边富德队通过点球打进一球，
上半场辽宁沈阳宏运队 0∶1 落后。
第 49 分钟，辽宁沈阳宏运队的孙兆
靓帮助球队扳平比分，1∶1的比分一

直保持到终场。两队在 30 分钟的
加时赛中都没有取得进球。点球大
战中，门将薛庆浩在第二轮扑出了
延边富德队的点球，孙兆靓、冯翰
源、陈智威、周思楠和翟芮德均点球
命中，最终辽宁沈阳宏运队以 6∶5
战胜延边富德队。

12 月 20 日，辽宁沈阳宏运队将
与石家庄永昌队争夺 U23 联赛第
九名。

U23联赛排位赛
辽宁宏运队战胜延边队

CBA前瞻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2 月
18 日，在常规赛第 21 轮，单外援出
战的北京队在第四节一度落后 11
分的情况下后来居上，以 101∶88战
胜吉林队，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下，胜
场数追平了辽宁男篮。

在上一轮，北京队刚刚被福建
队结束了连胜。本场比赛，北京队
小外援杰克逊因伤无法出场，这导
致在吉林队以双外援出战的第二节
和第三节，北京队打得十分辛苦，两
节比赛被对手净胜 16 分，以 65∶75
的比分进入最后一节。第四节，北
京队凭借高强度的防守让吉林队得
分长时间定格在 84分，而自己不断
打出得分高潮，最终逆转获胜。

北京队赢球最大的功臣非方硕
莫属，尽管刚刚伤愈复出，但方硕此
役交出23分、5个篮板和7次助攻的
数据。在杰克逊不在的情况下，很
好地盘活了全队的进攻。在只能单
外援出战的情况下依然可以“第四
节惹不起”，北京队确实显示出了夺
冠的实力。

单外援北京队
逆转吉林队

曼联主帅穆里尼奥下课

英超曼联俱乐部12月18日发表声明，主教练穆里尼奥已经被解职。图为
2018年4月15日，穆里尼奥（前）在2017-2018赛季英超联赛对阵西布朗队的
比赛中换下球员博格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