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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岸观火NBA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

司拟对沈阳北方交通重工有限公司等 2 户项目债

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 54737.67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

务人主要分布在沈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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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良好的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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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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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经理、赵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18、22518981

电 子 邮 件 ：huangyingwei@cinda.com.cn、zhao-

cheng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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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im-

ingx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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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惠农生物质热电有限公司

遗失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14日开具的收款收据一份，收据号码D1511015，金

额5万元，电汇，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场地工程设计

项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甘井

子区

招标规模：旱厕、道路等勘察

设计

合同估价：贰拾伍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2月2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和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姚先生

电话：18904097596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4部队

2019年1月29日

LIAONI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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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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声明
抚顺市宏刚经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403MA0QDNHA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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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抚顺市东洲区龙凤员工街 14 号楼 1
单元9-1号

联系人：王刚
联系电话：15904139399

抚顺市宏刚经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31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室内弱电设计二次

招标

项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山东省

潍坊市

招标规模：面积7900平方米的

建筑室内弱电设计

合同估价：35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 年

2月11日16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和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杜先生

电话：18900978530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4部队

2019年1月31日

一场失利，让辽宁男篮失去
了冲击 CBA 常规赛最长连胜纪
录的机会，但也卸下了一个大大
的包袱。虽然常规赛还剩 9 轮，
但辽宁男篮基本锁定了常规赛
第二的排名。在没有成绩压力
的情况下，辽篮常规赛最后 9 轮
为季后赛蓄力，才是最重要的。

从客场与吉林队苦战三加
时开始，辽篮的连胜脚步就变得
越来越沉重，但是为了胜利，只能
把最好的球员尽量留在场上，所
以最近几场比赛，辽篮的轮换力
度明显下降，主力球员的消耗非
常大。这并不能怪主教练郭士强
保守，在广东队开局18连胜的后
期，对使用新人十分大胆的杜锋
同样压缩了球队的轮换阵容，这
是为了确保赢球的必然选择。创
造历史的机会就摆在眼前，很难
说有人会一点也不动心，而为此
付出的主力球员体力和精力上的
消耗，则是相应的代价。

在积分榜上，辽宁男篮不存
在跌出前四的风险，考虑到最后
几轮目前积分榜前四名球队都
要互相交手，辽篮对第二集团的

优势也很难动摇。再往前看，尽
管这波 25 连胜拉近了辽篮与广
东队的差距，但本赛季广东队的
表现过于强势，除非他们自己不
想要，否则很难想象“八冠王”会在
收官阶段连续犯错把常规赛冠军
拱手相让。这一点辽宁男篮其实
心知肚明，所以第二名很有可能就
是辽篮常规赛的最终排名。这样
一来，扩大自己的连胜纪录就成为
辽篮本赛季常规赛成绩方面唯一
的追求。随着连胜被深圳队终结，
辽宁男篮在常规赛再也没有任何
压力，余下的9轮比赛，说是季后赛
的热身赛，也并不为过。

尽管卸下了连胜包袱，但辽
篮接下来比赛的主题并不是锻炼
替补。实际上，常规赛打到现在，
已经没有再锻炼替补的必要了，
季后赛的阵容框架，教练组已经
心中有数。但适度的轮换可以让
主力球员进行体能调整，避免过
度疲劳引发伤病。通过攻防战术
的演练、磨合，调动主力球员的状
态，让球队在季后赛焕发出最强
大的战斗力，对于目前的辽篮来
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常规赛最后9轮
辽篮为季后赛蓄力
本报记者 李 翔

尽管球员已经拼尽全力，但辽
宁男篮终究还是没能延续连胜的脚
步，这个结果有些遗憾，但也不见得
完全是一件坏事。连胜终结，意味
着辽篮终于不用再纠结于连胜纪录
的话题，可以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季后赛上了。

打破队史常规赛 17 连胜纪录、
打破队史单赛季 22 连胜纪录、打破
2001-2002 赛季上海队常规赛 23 连
胜纪录……在近两个月辽宁男篮开

足马力狂奔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
纪录被辽篮甩在身后。但相应的，
辽篮这波连胜的终点到底在哪，也
就开始成为外界关注的话题。每
一场比赛的赛前和赛后，连胜的数
字被反复提及，辽篮将帅几乎都要
费一番口舌回答有关“连胜”的话
题，无论是教练组还是球员，都已经
不堪其扰。如今连胜终结，没有人
再进行什么常规赛35连胜收官这样
不切实际的遐想，世界终于变得清

净了。
输球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

但也要看是怎么输的。29 日的比
赛，辽宁男篮基本发挥出了自身
的水平，除了因为体能难以为继，
在第四节注意力下降，退防不及
时多次被对手打成反击之外，并
没有太多可以指摘的地方。更为
重要的是，无论是从精神面貌还
是技战术水准上来看，这场比赛
都是深圳队本赛季表现最出色的

一场，而且深圳队本身也是一支
强队，本赛季排名一直稳定在前
六。被这样的对手终结连胜，没
有什么可沮丧的。

平心而论，在辽篮 25 连胜的后
期，已经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因为球
队一直在连胜，这些问题没有被放
大。如果这场比赛辽篮还是跌跌撞
撞地取胜，或许问题还要被辽篮高
歌猛进的表象暂时掩盖下去。所
以，从整个赛季的战略角度衡量，辽

宁男篮虽然输掉了这场常规赛，但
得到的东西更多。如果说真的有什
么不甘心的话，那或许就是辽篮很不
走运地倒在了距离26连胜这一CBA
常规赛最长的连胜纪录只有一步之
遥的地方。但话说回来，这种连胜纪
录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没有必
要强求。这个常规赛26连胜纪录的
缔造者，是 2014-2015 赛季的广东
队，但是那个赛季的总冠军，却并不
是他们。

终止连胜是坏事也是好事

“连胜”的话题不再打扰辽篮
本报记者 李 翔

NBA，不仅赛场上的明争好看，
转会市场上的暗斗同样吸引人。有

“浓眉哥”绰号的新奥尔良鹈鹕队当
家球星安东尼·戴维斯一句“我要求
被交易”，成为整个联盟关注的事
件。拒绝球队的顶薪合同，而要求去
一支有争冠实力的球队，这是“浓眉
哥”现在的迫切愿望。在鹈鹕队，“浓
眉哥”每场比赛的数据都很好看，但
往往“空砍”也成为习惯，球队不赢
球，连进季后赛都是个难题，对希望
得到历史地位的超级球星来说，是够
难受的。不管是在 2月 8日球员交易
截止日前“浓眉哥”走人，还是等到这
个赛季结束，“浓眉哥”的转投都将是
一次改变联盟格局的交易。

出手争夺“浓眉哥”的球队很多，
凯尔特人、尼克斯、快船、76 人、火箭
都垂涎欲滴，当然最有希望的是湖
人队，他们的筹码也最慷慨，除了

“小皇帝”詹姆斯不能动，其他人随
便 挑 ，外 加 未 来 几 年 的 首 轮 选 秀
权。当然，“浓眉哥”要求被交易，目
的也是为了能与詹姆斯这样的巨星
联手，打造自己的夺冠王朝。现在
看来，“小皇帝”詹姆斯下了一盘很
大的棋，自己先转投湖人，然后再吸
引一到两名巨星，重新构建夺冠球
队。更何况，“浓眉哥”这个赛季换
成了詹姆斯的经纪公司。

这是“浓眉哥”在新奥尔良的第
七个赛季。之前的 6 个赛季，鹈鹕队
只有两个赛季进入了季后赛。本赛
季鹈鹕队收获了 23 胜 28 负的战绩，
排名西部第 12。但“浓眉哥”却打出
了职业生涯最佳表现，场均 29.3 分、
13.3个篮板、4.4次助攻、2.6次盖帽和
1.7次抢断，其中得分、篮板、助攻和抢
断都创造了新高，他场均投进 1.0 个
三分球也创造了生涯新高。

“浓眉哥”到底有多强，翻看他进
入联盟以来的荣誉便可知一二：1 次
最佳新秀第一阵容、2 次最佳防守阵
容第二阵容、1 次最佳防守阵容第一
阵容、3 次最佳阵容第一阵容、3 次盖
帽王、5 次全明星、1 次全明星 MVP。
联盟中的绝大多数球员，也许终其一
生也拿不到如此荣誉。

总而言之，“浓眉哥”是目前联
盟里最好的球员之一，如果职业生
涯规划得当，未来他的名字很有可
能会像沙奎尔·奥尼尔、大卫·罗宾
逊、哈基姆·奥拉朱旺一样光芒四
射，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去一支能实
现自己历史定位的球队的原因。交
易截止日很快就要到了，湖人非常
希 望 在 交 易 截 止 日 前 拿 下“ 浓 眉
哥”，以免夜长梦多。

“浓眉哥”
到底有多厉害
本报记者 黄 岩

不得不佩服
在卡塔尔联赛效
力的西班牙球星
哈维，亚洲杯的
走势和他的预测
竟 然 惊 人 地 相
似。决赛在卡塔
尔队和日本队之
间进行。在日本

队3∶0大胜伊朗队之后，卡塔尔队也
亮出了獠牙，4∶0赢得东道主阿联酋
队毫无脾气。本来卡塔尔队参加亚
洲杯的目标是为 2022 年世界杯练
兵，但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
虽然也想低调，但实力却不允许。

卡塔尔队与日本队的决赛将在北京
时间 2月 1日晚打响，按照哈维的预
测，卡塔尔队将战胜日本队，第一次
捧起亚洲杯冠军奖杯。

4年前的那届亚洲杯，卡塔尔队
战绩惨淡，小组赛中被西亚弟兄们
一顿欺负。那时候的卡塔尔队，正
处在更新换代阶段，年轻球员缺少
大赛的磨炼。痛定思痛，卡塔尔队
开始以青年队的骨干为主组建国家
队，目光放在 2022 年世界杯。多年
来的青训，让卡塔尔队拥有不少出
色的年轻球员。2014年的U19亚青
赛，卡塔尔队以不败战绩登顶，当时
队内的核心球员萨阿迪和阿尔莫伊

兹·阿里也是本届亚洲杯卡塔尔队
的核心球员，他们也将是下届世界
杯东道主倚重的骨干。本届亚洲
杯，卡塔尔队平均年龄只有24岁，多
名90后球员成为主力。

阿里在卡塔尔队 4∶0 大胜阿联
酋队的半决赛中攻入一粒漂亮进
球 ，以 8 个 进 球 追 平 伊 朗 球 星 阿
里·代伊在 1996 年亚洲 杯 上 创 造
的单届进球纪录。阿里是一名归
化球员，他 1996 年出生于苏丹，7
岁时被卡塔尔的球探选中，开始
在卡塔尔接受训练。阿里接连入
选了卡塔尔 U19、U20 和 U23 国家
队，从 2013 年开始为成年国家队效

力。他把自己完全当作一个卡塔
尔人。去年 9 月，在卡塔尔多哈举
行的一场友谊赛中，正是阿里打入
全场唯一进球，帮助主队战胜了到
访的中国队。

阿里可以说是本届亚洲杯上最
闪亮的新星。小组赛首场对阵黎巴
嫩队，阿里就攻入锁定胜局的一
球。接下来对阵朝鲜队，他独中四
元。第三场小组赛，阿里连下两城，
帮助卡塔尔队力克种子队沙特队。
6场比赛进 8球，本届杯赛金靴奖已
经是阿里的囊中之物。同时卡塔尔
队六战全胜进 16 球不丢一球，创造
了亚洲杯历史上最长时间不丢球的

纪录。全力备战2022年世界杯的东
道主队，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足球
实力。他们的成功绝对不是靠归化
球员，卡塔尔精心打造的阿斯拜尔
足球学院中，好苗子被精心培养训
练，不仅建设了从 U9到 U12的储备
队，更配套了从 U13 到 U18 的各级
精英队，保障国家队的人才输送。
卡塔尔队的阿里有机会超越代伊，
成为单届亚洲杯上进球最多的球
员。卡塔尔队的实力已经得到公
认，将于今年 6月 14日至 7月 7日在
巴西举行的美洲杯邀请了亚洲的卡
塔尔队和日本队参加，美洲杯也将
成为一块试金石。

六战全胜进16球不丢一球

卡塔尔队一展实力杀入决赛
本报记者 黄 岩

亚洲杯烽火

1月 29日，加盟西甲西班牙人俱乐部的中国球员武磊首次
在巴塞罗那与媒体及球迷见面。这是武磊（中）在西班牙人队主
场内展示球技。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加盟西班牙人后

武磊首次亮相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
月 29 日，NBA 常规赛，火箭队以
116∶121 主场爆冷负于鹈鹕队，
湖人队没能抵住76人队的冲击，
以105∶121败下阵来。

火箭队首节三分球 16 中 8，
带着35∶28的领先优势进入第二
节。次节，火箭一度将分差拉大
到两位数。不过此后哈登被严密
盯防，鹈鹕队趁机开始追分。第
二节火箭队以66∶59领先。

易边再战，虽然火箭队保持
领先，但鹈鹕队追分势头很猛，在
一波小高潮后将比分反超。第三
节战罢火箭队反以 91∶94 落后。
末节决战，随着鹈鹕队霍勒迪最
后时刻两罚全中，火箭队最终没
能在主场夺回胜利。

湖人队虽然英格拉姆得到创
个人生涯纪录的36分，但只有两
位同伴得分达到两位数：麦基得
到 17 分和 14 个篮板的“两双”数
据，波普贡献了12分。

76 人这边则有 5 人得分“上
双”，表现最为出色的是“大帝”恩
比德，他在砍下28分的同时还抢
下 11 个篮板，并为队友送出 6 次
助攻。打了 28 分钟的巴特勒也
证明了自己依然宝刀不老，他得
到 20 分 5 个篮板，还有 5 次抢
断。主力球员中，西蒙斯和雷迪
克分别拿下 19 分和 13 分。替补
球员得分最高的是穆斯卡拉，他
三分球6投3中，得到17分。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比赛中，
骑 士 116∶113 生 擒 奇 才 ，雄 鹿
115∶105 顶翻活塞，雷霆 126∶117
击破魔术，篮网 122∶117 绊倒公
牛，马刺126∶124险胜太阳。

火箭不敌鹈鹕
76人轻取湖人

安东尼·戴维斯在比赛中。

本报讯 记者黄 岩 报道
1 月 29 日，英超联赛进行了第 24
轮的比赛，曼联凭借博格巴在终
场前3分钟的点球和林德洛夫在
补时阶段的进球，最终把比分定
格在2∶2，与伯恩利战平。

巴恩斯和伍德分别在第 51
分钟和第 81 分钟攻破曼联的球
门，然而博格巴和林德洛夫最终
还是为曼联保住了主场尊严。
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执教以来
的八连胜就此止步。

曼联2∶2战平伯恩利连胜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