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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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市老边区冯青霞动迁安置
产 权 调 换 协 议 书 丢 失 ，边 动 ：
0000327，序号：九区-欢-A823-
2A22 动迁区域：十三平方公里，特
此声明。
▲兴城市美食美客蛋糕店营业执
照 正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211481600167638，核 准 日 期 2009
年06月26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美食美客蛋糕店营业执
照 副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211481600167638，核 准 日 期 2009
年06月26日，声明作废。
▲沈阳市皇姑区胡同里的麻花烫
店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丢 失 ，税 字
21010519820102554X,声明作废。
▲范晓玲将嘉华新城F-6 3-5-2
房款收据丢失，金额66113元，声明
作废。
▲兴城市红崖子乡陆伟食杂店营
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211481600196987，核 准 日 期 2010
年5月11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紫荆花新居联通代理点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211481600356361，核 准 日 期 2014
年11月27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大连港湾谷物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9年1月10日，该债权总额为44028.78
万元。债务人位于大连市中山区，目前处于被吊销状态，其注册所在地
交通方便。该债权由刘有文、唐红卫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国
外运辽宁储运公司对大连港湾谷物有限公司、刘有文、唐红卫等不能清
偿部分承担 30%的补偿责任（详细担保情况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7）辽民终309号民事判决书记载的内容为准）。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

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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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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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杨经理/朱经理 联系电话：0411-82648974
电子邮件：yangqingping@cinda.com.cn/zhuf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6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16/22518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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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泰
德煤网股份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进行处置：

1.泰德煤网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金316750000.00元，
利息 15744845.08 元，本息合计 332494845.08 元，其他垫付
费用1683810.00元。贷款方式为抵押、质押、保证担保。抵
押人大连泰德集团有限公司，抵押物写字楼 15535.45平方
米，地址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浦路537号泰德大厦5-
11层；抵押人刘晓云，抵押物 1处住宅 305.61平方米，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C1区14号1单元24层1号；大连
泰德集团有限公司、李洪国、李红旗、刁淑华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股权质押：泰德煤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4962.21
万股、大连泰德集团有限公司 1050万股权、大连泰德投资
有限公司175万股权。

2.大连嘉乐置业有限公司，债权本金143949856.92元，
利息 15881901.04 元，本息合计 159831757.96 元，其他垫付
费用 691244.75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抵押物位于大
连市沙河口区星海广场 F 区 4A 号的乐嘉服务公寓。抵押
房产共计214套，面积总和15065.11平方米。

3.大连博银经贸有限公司，债权本金14000000.00元，利
息 266848.51 元，本息合计 14266848.51 元，其他垫付费用
111715.00元。贷款方式为抵押担保。抵押人大连华鹏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物1处公建326.09平方米，18处住宅
1041.34平方米，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松林街；自然人王首钧、丁
振文、邵国辉、霍金环、刘伟、王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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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息计算基准日：2018年11月27日
处置方式：债权（打包或分户处置）不限于协议转让、拍

卖、挂牌等方式对外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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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一年内
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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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
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联系人：孙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
泰德煤网股份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处置公告

随着 1月 21日伊朗队在亚洲杯
1/8 决赛中 2∶0 淘汰阿曼队，中国队
将和伊朗队这个老对手再度狭路相
逢，交手时间是北京时间 1 月 25 日
零点。伊朗队有多强大？他们在亚
洲杯上已经 23 年没在 90 分钟内输
球了，伊朗队上一次常规时间内告
负，还要追溯到 1996 年亚洲杯小组
赛中 1∶2 负于伊拉克队那场比赛。
当然，中国队是赢过伊朗队的，那是
在 2004 年亚洲杯上，国足在半决赛
中凭借点球以 5∶4 淘汰对手。但是
现在，国足想赢真的需要一点奇迹，
要知道，对手本届亚洲杯迄今4场比
赛 0 失球，伊朗队目前世界排名第

29，亚洲第一。
与阿曼队这场比赛，结果也证明

了伊朗队的强大。阿曼队开场54秒
所获得的点球没能罚进，伊朗队门将
贝兰万德神扑救险，在阿曼队队长马
哈伊里主罚点球前，伊朗队头号球星
阿兹蒙用手指向门将贝兰万德的右
手边，示意他向右侧进行封堵，结果
贝兰万德听了阿兹蒙的意见，直接将
球扑出。第32分钟，前荷甲金靴贾汉
巴赫什利用对方后卫失误率先破门；
第41分钟，德贾加点球得分扩大领先
优势，可以说赢得兵不血刃。

事实上，国足面对伊朗队时战
绩并不理想，竟然已经十年未尝胜

绩, 国足上一次战胜伊朗队还是在
2009年6月1日的一场友谊赛上，国
足在秦皇岛以 1∶0 小胜伊朗。最近
的两次交锋是在2018世预赛亚洲杯
12 强赛上，国足主场 0∶0 逼平伊朗，
客场0∶1惜败对手。

在国足主教练里皮看来，他执
教的球队至少做到了大赛不糊涂。
里皮表示，自从他 2016 年年底接手
这支国足以来，总共参加了 10 场正
式国际比赛，其中6场是世界杯预选
赛 12 强赛，还有就是这次亚洲杯赛
的 4 场比赛。在这 10 场比赛中，中
国队取得了 6 胜 2 平 2 负的成绩，所
输的两场比赛，一场就是 12 强赛中

0∶1 输给伊朗队，另一场就是这次亚
洲杯小组赛中 0∶2 输给韩国队。里
皮认为，在这10场正式比赛中，球员
们能够集中最大的专注度，表现出
自身的最好水平。但是，在平时的
热身赛中，球员的注意力可能会因
为联赛等其他各种因素而受到些影
响，所以表现不像正式比赛那样。
言外之意，国足这次与伊朗队一战，
也不会束手就擒。淘汰泰国队之
后，国足连夜奔赴阿布扎比。

当然对伊朗队来说，他们对亚洲
杯的成绩期待更高，43年的亚洲杯
冠军荒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头号球
星阿兹蒙在接受亚足联采访时认为，

伊朗队与几支亚洲强队相比起来，并
没有什么优势。这可以看成是伊朗
队自己解压的一种方法，怎么可能没
有优势呢。伊朗队在世界杯上，采用
的是龟缩防守的战术，但是回到亚洲
赛场，立刻高举进攻大旗。

在卡塔尔联赛效力的西班牙球
星哈维对亚洲杯的预测还挺准，中
国队取得第三小组的第二名被他说
准了，而且小组出线之后将遭遇到
泰国队并且闯过泰国队这一关也被
他命中了。但是接下来哈维的观点
是，中国队将要在1/4决赛中淘汰掉
伊朗队，基本没有可能。中国队能
不能让他的预言落空呢。

伊朗队强大 国足过关需要奇迹
本报记者 黄 岩

23连胜近在眼前，而对手又
是本赛季唯一不曾战胜的新疆
队，22日的比赛，似乎除了赢球，
辽宁男篮别无选择。但实际上，
本场比赛只不过是一场普通的常
规赛，赢下比赛没有什么额外的
好处，输掉比赛也不会影响球队
整个赛季的走势。所以，常规赛

“辽疆大战”的第二回合，辽篮需
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22日的
比赛，新疆队是更加输不起的一
方。在32场常规赛中，新疆队一
共输掉了11场，尽管目前来看不
太可能被第七名福建队追上，但
第六名也绝对是球队无法接受
的。因为一旦不能进入常规赛前
四名，那就意味着不但要在季后
赛多打一轮附加赛，而且 1/4 决
赛也有很大概率在没有主场优势
的情况下碰到一支传统强队，这
是新疆队所不愿意看到的。毕竟
新疆队本赛季志在总冠军，而
CBA过往23年里，从来没有一支
在常规赛无法跻身前四的球队，
最终实现逆袭夺冠的先例。

相对来说，辽篮的心态是轻
松的。22日的比赛，如果能踩着
老对手新疆队刷新队史单赛季的
连胜纪录，球队的士气会得到极
大提升。但退一步讲，即便这场

输了，辽篮也没有太大损失。毕
竟从积分榜来看，辽篮常规赛“争
四”的目标已经接近提前完成，输
掉一场比赛无碍大局；另一方面，
在常规赛第三阶段剩下的比赛中
广东队相对轻松，其“虐菜”的稳
定性又远非辽篮可及，辽篮想要
在第三阶段结束前追上领头羊希
望不大。既然如此，连胜纪录对
辽篮来说无非是一个数字，谁都
知道辽篮是不可能一直连胜下去
的，那么对于 22 日的比赛，也不
用有什么心理压力，顺其自然就
好。

与此同时，对于新疆队这个
对手，辽篮也需要有足够的重
视。辽篮必须明白这一点，客场
在四名主力缺阵的情况下只是小
负对手，不代表主力回归之后主
场就能稳赢；同样是主场面对新
疆队，吉林队能赢，不代表辽篮也
一定会赢。所以说，22 日的比
赛，辽篮在战术层面要给予对手
足够的重视，在战略上要保持一
颗超脱胜负的平常心。如果能击
败强敌并刷新队史纪录，那最
好。即便连胜纪录被新疆队终
结，也不是一件无法让人接受的
事。毕竟，辽篮这个赛季的终极
目标是卫冕总冠军，而不是避免
被哪支球队双杀。

本赛季第二场“辽疆大战”
其实就是一场普通的常规赛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辽宁艺
术体操队是一支有着辉煌战绩的队
伍，在国内艺术体操界堪称“梦之
队”——全运会集体全能项目四连冠、
28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总计获得
82枚国内集体项目金牌，还曾获得亚
锦赛青少年冠军。如今，辽宁艺术体
操队实现俱乐部化发展，一项高水平
的全国艺术体操赛事也即将落户沈
阳。1 月 21 日，辽宁艺术体操俱乐部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19年国际艺
术体操大奖赛暨辽宁省青少年艺术体
操冠军赛将于2月在沈阳举行。

据了解，2019年国际艺术体操俱
乐部大奖赛暨辽宁省青少年艺术体操
冠军赛，将于2月20日至25日在沈阳
市浑南区艺术体操馆举行，这将是我
省首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性赛事，也
是辽宁金满星艺术体操俱乐部成立以
来，推出的首项重磅赛事。本项赛事
预计将吸引来自国内外的裁判员、教
练员、运动员近 500 人参赛。比赛将
设置幼儿组、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
大学组、成人组等组别，各组别设置规
定动作组和自选动作组（个人项目和
集体项目），将产生 33 枚金牌。在接
受采访时，省体育局负责人表示，辽宁
艺术体操队实现俱乐部化发展，完全
符合“运动辽宁”新发展理念。接下
来，省体育局将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持续推进“运动辽宁”建设，有条件
的运动队伍都要向俱乐部化方向发
展，成熟一个推出一个。

国际艺术体操
大奖赛将在沈举行

1月22日，辽宁男篮将迎来常规
赛第 34 轮，如果能在主场击败新疆
队，辽宁男篮就将创造队史最佳的
单赛季 23 连胜。不过，在度过了磨
合阶段之后，新疆队如今阵容完整，
客场成绩也略有提升，22日的比赛，
对辽篮来说，很有可能会是本赛季
迄今为止主场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同为 CBA 豪门，辽宁男篮一直
是新疆队的苦主，双方的历史交锋
战绩辽篮胜少负多。和辽篮一样，

新疆队也是依靠防守起家的球队，
赛季中途接手球队的阿的江更是把
当年执教八一队时的铁血作风带到
了新疆队，球队的精神面貌如今大
为改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时值
俱乐部成立 20 周年，本赛季新疆队
的夺冠欲望是联盟最强烈的，而目
前的排名却与他们的雄心极不相
称，所以22日的比赛，新疆队一定会
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争胜。

上一轮比赛，新疆队防守悍将

可兰白克复出，这让新疆队的阵容
厚度进一步增强，其轮换阵容可以
与广东队媲美。而辽篮这一波22连
胜中，内线压制对手是一个重要原
因，但是本赛季新疆队的内线恰恰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补强，哈达迪拥
有亚洲范围内顶级的护筐能力，本
赛季租借加盟的肉盾型中锋范子铭
也将携手俞长栋、孙桐林，在防守端
对韩德君形成极大的消耗。一旦被
新疆队在内线占据优势，辽篮在防

守中就会不得不收缩阵型，给对手
更多的外线空位，这对辽篮来说后
果会是灾难性的。在双方本赛季第
一次交手中，新疆队全场投进 22 个
三分球，这是他们能够获胜的最主
要原因。

所以，对辽篮来说，22 日的比
赛，必须明确对重点人的盯防，那就
是新疆队的小外援亚当斯。亚当斯
虽然个人进攻能力极强，但是一旦
进入疯狂出手的节奏，命中率就无

法保障，这对于新疆队的伤害也是
巨大的。辽篮最明智的防守策略，
就是全场保持对亚当斯“死亡缠绕”
式的防守，并且切断他和队友的联
系，迫使他更多采用远投来终结进
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辽篮的胜
算就会大大增加。

阵容齐整的新疆队是总冠军热门候选

辽篮想要创造历史没那么容易
本报记者 李 翔

辽宁VS新疆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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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
赛女双第三轮比赛中，张帅（中国）/斯
托瑟（澳大利亚）以 2∶0 战胜科内特

（法国）/马尔蒂奇（克罗地亚），晋级八
强。图为张帅（上）/斯托瑟在比赛中。

澳网
张帅组合晋级八强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中国排
协 21 日在官网公布了中国女排新一
期的集训名单。附集训名单：

刘晓彤、曾春蕾、姚迪、李盈莹、王
媛媛、孟子旋、丁霞、颜妮、胡铭媛、孙
海平、段放、张轶婵、张常宁、龚翔宇、
刁琳宇、倪非凡、吴晗、林莉、郑益昕、
王梦洁、杨涵玉、蔡雅倩、杜清清、朱
婷、袁心玥、刘晏含、高意。

女排公布集训名单

1月20日，2019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匈牙利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包揽了五项冠军。这是中国选手陈梦在女
单决赛中。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 月
21日，亚洲杯16强战继续进行，日本
队的对手是沙特队，结果是定位球
决定胜负，第19分钟，日本队罚出高
质量角球，富安健洋头球建功。1∶0
战胜沙特队晋级八强之后，日本队
将在1/4决赛中迎战黑马越南队。

沙特队如此之早遭到淘汰，说
起来只能怪自己。身为 E 组的种子
队，沙特队却在小组第三轮晚节不
保，被卡塔尔队击败，只能以小组第
二的身份晋级，算是坑了自己。日
本队虽然吓了一跳，但小组赛三场
比赛，日本队三战全胜而且状态稳

步提升，最后一场在轮休大部分主
力的情况下依然力擒乌兹别克斯坦
队，全队士气正旺，在气势上压了沙
特队一头。

这场被认为是强强对话的比
赛，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激烈
和精彩。

亚洲杯 日本队一球小胜沙特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