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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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九离职干部

休养所综合整治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招标规模：道路、围墙、运动场、园区路灯监

控、住宅园区室外管网（给水、污水）改造等工
程;

合同估价：约85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2 日 17

时。
详细情况请发送邮件至邮箱：
lnsjqsydjlzgbxys@163.com查询。
联系人：葛助理 电话：024-28697809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九离职干部休养所
2019年4月3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31697部队修理工间、库房新建

工程施工及2019年度监理招标
项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亮甲店

街道
招标规模：
一标段，修理工间、库房新建，共4栋单体，建筑

总面积6287.4平方米，道路、场坪、围墙及给排水、
采暖、强弱电管线等，合同估价1600万元；

二标段，2019 年度施工监理，合同估价 50
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 http://www.

plap.cn查询。
联系人：郝穆强 电话：0411-87271962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97部队
2019年4月3日

▲沈阳市盖颖商贸中心税务登记证

正 本 丢 失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21010275075352X，声明作废。

▲沈阳市盖颖商贸中心税务登记

证 副 本 丢 失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21010275075352X，声明作废。

▲沈阳名都家居广场有限公司开

具的弘普装修押金 10000 元票据

（凭证号 SK18022700470687）丢失，

声明作废。

▲沈阳名都家居广场有限公司开

具的穗宝装修押金 10000 元票据

（凭证号4114493）丢失，声明作废。

▲阜新东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信

用代码：91210921781633619J）开具

给阜新市上德堂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的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二、

三联丢失，发票代码：2100164130；

发 票 号 ：02909077；开 具 金 额 ：

11594.1元，特此声明。

▲大连振海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丢失，资质等

级：水暖电安装作业分包，证书编

号：C5114021021116 ，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六离职干

部休养所换热站整修管网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

47号
招标规模：换热站整修管网改造工程：1.换热

站土建、供电系统改造安装，面积450平方米。2.
换热站内供暖换热系统设备设施更新安装。3.供
暖管线、自来水管线更新改造。4.部分住户供暖
分户改造。5.室外热力井改造。

合同估价：约28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16时。
招标单位：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六离职干

部休养所
联系人：杨春田
电话：15309888300 024-28692503
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十六离职干部休养所

2019年4月3日

遗失声明

中科广源（营口）置业有限公司：
营口市国土资源局与你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合同电子监管号为 2108002011B02177，宗地四至
为东临博文路、南临新港大街东段、北临新海大街，面积为
40354.6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出让价款为4802.1974
万元。

我局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已向你方送达了《闲置
土地认定书》，文号为营国土沿认字[2017]9号。根据《闲置土
地处置办法》（国土资源部第53号令）第十四条规定，经报请
营口市人民政府批准（批准文号：营政[2018]95号），我局依法

无偿收回上述闲置土地使用权。请你方自本决定书送达之
日起30日内，到我局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注销登记，交
回土地权利证书。逾期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我局将直接公告
注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土地权利证书。

对本决定不服的，可依据《行政复议法》规定申请行政复
议，或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

联系人：韩程光
联系电话：0417-3888063

营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4月9日

通告
沈阳金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地址：沈阳市

和平区西滨河路 14 号）。在 2000 年停止营业

（未年检），由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至今为止，

未与任何组织及个人签订经营（合作）合同及资

产处理的协议。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之

内，相关权利人可以向公司提出权利主张。公

司将依法进入清算阶段。此通告视为送达相关

权利人。特此通告。

沈阳金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清算小组

2019年4月9日

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营业部营业场所变更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沈阳营业部营业

场所已由“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 290号（A座 27层 8-17室）”变更为
“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185-2号沈阳茂业中心20层H单元”。

沈阳营业部全体员工会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咨询电话：024-62656112，0898-66763478。
特此公告。

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9日

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营国土沿决字〔2018〕4号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在
刚刚结束的四国女足邀请赛决赛
中，中国女足以两连胜的战绩夺
冠。更有意义的是，如果说两个月
后的世界杯是“期末考试”，那这次
邀请赛就是一次“模拟考试”，中国
女足通过与两支“假想敌”俄罗斯
队、喀麦隆队的热身，进一步明确
了世界杯主力阵容，找准了改进的
方向。

“对手施加的压力大，自己的
失误就多，两场比赛下来需要总
结，机会和问题都有。”赛后贾秀全
如此表示。两场比赛都取得了胜
利，中国女足可以说既收获了信

心，又锻炼了队伍。贾秀全先后安
排了 16 名球员登场，在她们当中
有10人入选过上届世界杯参赛阵
容，由刘珊珊、吴海燕、李佳悦、娄
佳慧组成的防线比较固定，张睿、
古雅沙、王霜、王珊珊的中前场主
力位置也得到认可。贾秀全说：

“不管是新队员还是老队员，都必
须在我们的战术体系之下发挥作
用。我们踢的是团队足球，路还很
长，接下来的备战重点，仍会是在
整体。”

据贾秀全透露，接下来，中国
女足将重返苏州备战，会安排教学
比赛但不会进行公开热身赛。

距“期末考试”还有两个月
中国女足“模拟考试”拿满分

休息了 8 天之后，辽宁男篮开启
CBA 半决赛征程。4 月 9 日，辽宁男
篮与新疆队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将在
辽宁体育馆打响。双方都渴望能够用
胜利为这个系列赛讨个好彩头，但赢
家只有一个。对于纸面实力略逊的辽
篮来说，打出主场气势，从开场就压制
住对手，将是争取在主场取得“开门
红”的关键。

本赛季，新疆队被视为最有希望
打破“辽粤争霸”格局的第三方势力，
然而因为大外援的选择失败，新疆队
常规赛几乎一直处于不断的折腾中。
在辽宁男篮主场，新疆队也遭遇了一

场完败。值得注意的是，那场比赛输
给辽篮之后，新疆队在接下来的12轮
常规赛中获得11场胜利，如果再加上
季后赛，如今新疆队已经是 16 战 14
胜。兵不血刃拿下浙江广厦队，无论
过程还是结果，新疆队都明显占据上
风。主教练阿的江经历上任初的磨合
阵痛之后，带领新疆队有了脱胎换骨
的感觉，可以说新疆队和广东队一样，
越打状态越火热。而且，新疆队还有
一个特点，那就是场外新闻很少，这说
明球队内部非常稳定，大赛当前低调
蓄力，这是新疆队最可怕的地方。在
与新疆队的对位中，李根本就是辽篮

最为头痛的强点，再加上阿不都沙拉
木本赛季的强势崛起，新疆队三号位
的优势更加明显。此消彼长，这个系
列赛胜负的天平，已经悄然向新疆队
偏转。

辽宁男篮本赛季饱受伤病困扰，
韩德君继续缺阵已成定局，赵继伟、刘
志轩、丛明晨、李晓旭、钟诚等球员或
刚刚从伤病中走出，或还在与伤病进
行斗争，这都大大影响到球队的战斗
力。但是，千万不要忽视，辽宁男篮
这支主要靠本省球员组成的“子弟
兵”，团队作战能力一流，精神属性更
是冠绝CBA。哪怕困难再多，哪怕对

手再强，辽篮也敢于“亮剑”。9 日的
比赛，辽宁男篮必须要抢开局，把第
一场比赛就当成“抢七”来打。面对
新疆队这种夺冠热门球队，一旦开局

“挖坑”，过后想要逆转比赛将会非常
困难。所以说，辽篮需要打出主场气
势，拿出自己全部的勇气和对手殊死
一搏，毕竟新疆队客场成绩非常不稳
定，这或许是辽篮在这个系列赛最大
的机会所在。

辽篮今晚主场迎接新疆队挑战

打出气势来 期待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CBA联赛，“疆辽大战”一直
是火星撞地球一般的存在，遗憾的
是，此前两支球队季后赛中三度相
遇，每一次都有争议伴随。“红山惨
案”“一本抱摔”“超时绝杀”，当这些
不和谐的音符充斥赛场、甚至喧宾
夺主成为比赛焦点时，对奋力拼杀
的两队球员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其实，辽宁篮球和新疆篮球渊
源颇深，新疆队能够进入CBA并且
一步步成长为超级强队，凝聚着蒋
兴权、崔万军、张庆鹏等辽宁籍将帅
的心血。尽管一支是中国篮坛的传
统强队，一支是近十几年强势崛起
的CBA新贵，实际上辽篮和新疆队
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两支球队
都以强悍防守立足，国内球员阵容
在 CBA 中都属顶级。辽宁男篮多
年潜心青训，培养出了以郭艾伦为
代表的“黄金一代”，阿不都沙拉木
同样让人看到了新疆篮球青训结出
的硕果；辽宁男篮拥有CBA最忠实
的球迷，新疆队同样拥有CBA最火
爆的主场。

甚至，两支球队的命运都极为
相似，从1996-1997赛季开始，辽宁
男篮和新疆队成为总决赛的“专业
陪跑”，在20年的时间里，两支球队
加起来一共收获了10次亚军。“千年
老二”这顶帽子的滋味，没有哪支球
队比辽宁队和新疆队品尝得更多。

相似的球风，相近的命运，即便
辽篮和新疆队在CBA赛场上是“一
生之敌”，那也一定是一对惺惺相惜
的对手。多年来，在一场又一场的

“疆辽大战”中，新疆队和辽篮相互
竞争，也在相互学习，更在相互提
高。最近两个赛季两队先后圆梦总
冠军，在CBA历史上书写了两段振
奋人心的励志故事。

平心而论，辽篮和新疆队此次
半决赛再度相逢，无论谁晋级，结果
都正常。人们更期待的是，这次“疆
辽大战”能远离争议，来几场代表
CBA 顶级水准的强强对话。假如
真能如此，谁赢谁输又有什么关
系？辽宁男篮晋级，新疆队球迷会
不吝掌声；新疆队杀入总决赛，辽宁
队球迷同样会送上祝福。

要“火花”
不要“火气”和争议
李 翔

从全场26个三分球到全场27
个三分球需要多长时间，火箭队给
出的答案是 5天。北京时间 4月 3
日火箭队对阵国王队投进的26个
三分球余音未了，北京时间 4 月 8
日，火箭队在主场以149∶113大败
太阳队，火箭队本场比赛 27 记三
分球打破 NBA 纪录，同时打出一
波6连胜，目前排名西部第三。

说起 NBA 的三分球，更多人
第一印象是勇士队厉害。其实要
说对三分球战术更痴迷的球队，火
箭队说自己是第二，恐怕没有球队
敢说自己是第一。过去几个赛季
里，火箭队在命中三分球次数这个
排行榜上，一直位居联盟首位，而
单场命中 20 个以上的三分球，对
火箭队来说仿佛家常便饭。

这场与太阳队的比赛，火箭队
早早就进入了火力全开的节奏，三
节比赛竟然轰下117分，比很多球
队全场得分都高。手风如此之顺，
自然与三分线外神勇发挥密切相
关，三分球简直箭如雨下，甚至在
已经锁定胜局的第四节，火箭队依
旧攻势未减。在比赛还剩下76秒
的时候，小里弗斯面对防守也来了

一记后撤步三分球，助火箭队创造
了新的历史。投中再多的三分球
好像也不过瘾，在上一次火箭队破
纪录时戈登曾说：“未来我们会在
某场比赛里投中30个三分球。”确
实，这样的三分球命中次数纪录，
也只能火箭队自己来破了。哈登
继续自己的惊人状态，得分如同探
囊取物，30 分、13 个篮板、9 次助
攻，又差一点拿到三双数据。

NBA常规赛终于进入尾声，说
到这里，真有一些盼着它早点结束
的感觉。纵然这种破纪录的情况出
现增添了一些亮点，可NBA常规赛
进入“垃圾时间”确是不争的事实。
有专家说过，NBA常规赛有70场就
够了，看看NBA东西部球队打完70
场比赛后的排名，和现在的排名对
比，前八名队伍完全一致，只有几支
球队名次略有不同。多出来的 12
场球，让常规赛最后阶段失去本有
的味道，强队轮休、弱队摆烂，要不
就是菜鸡互啄、以强凌弱，火箭队再
破命中三分球次数纪录，和对手放
弃抵抗不无关系。北京时间11日，
NBA球队才会打完各自的第82场
比赛，再耐心等几天吧。

破纪录有些看腻了
耐心等待季后赛开始
本报记者 黄 岩

主教练
郭士强：在上赛季带队登顶之后，郭士强已经成为国内

中生代教练的领军人物。从本赛季来看，郭士强的排兵布
阵更加灵活，而且关键时刻的应变能力也有了明显进步。

综合评定：★★★★★
辽宁男篮预计首发阵容：郭艾伦、哈德森、刘志轩、李晓

旭、卫猛
一号位：郭艾伦本赛季打出了MVP级的表现，在季后

赛首轮3∶0淘汰福建队的比赛中更是立下头功。在和新疆队
的系列赛中，郭艾伦是辽篮唯一一个占有明显优势的强点。

综合评定：★★★★★
二号位：哈德森常规赛表现稳定，并且成为CBA第一

个得分破万的外援。不过在春节假期之后，老哈的命中率
有所下降，但他仍然是辽篮最值得信赖的外线得分点。

综合评定：★★★★★
三号位：刘志轩本赛季受到伤病困扰，数据有所下降，

他在球队中的最主要价值体现在防守端。
综合评定：★★★
四号位：本赛季李晓旭场均可以得到8.2分，是除“四

巨头”之外得分最多的球员。不过在与新疆队的系列赛中，
李晓旭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护篮板球。

综合评定：★★★★
五号位：从个人能力而言，卫猛不具备担任季后赛首

发中锋的实力，但作为辽篮目前最高的球员，卫猛需要在有
限的出场时间里给球队力所能及的帮助。

综合评定：★★★
辽宁队替补：辽宁男篮拥有巴斯这个内线“大杀器”，

他的中投和强攻篮下将是辽篮重要的得分手段。而赵继
伟、高诗岩、丛明晨、钟诚组成的轮换阵容如果能顶住新疆
队的攻势，就将为主力球员赢得宝贵的休息时间，从而把决
胜时刻留到第四节。

综合评定：★★★★

辽篮新疆阵容“对对碰”
本报记者 李 翔

主教练
阿的江：作为球员和主教练，阿的江都曾经获得过

CBA总冠军的荣誉。入主新疆队短短4个多月，他就将球
队引入正轨，体现出这位冠军教练出色的执教能力。

综合评定：★★★★★
新疆队预计首发阵容：费尔德、可兰白克、阿不都沙拉

木、俞长栋、范子铭
一号位：在季后赛首轮，费尔德表现抢眼，但这与浙江

广厦队在刘铮缺阵后防守强度下降不无关系，与辽篮的比
赛，将是费尔德进一步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综合评定：★★★★
二号位：经历了赛季初的低迷，可兰白克在常规赛后

半段开始找回状态。在半决赛，他将是防守哈德森的第一
人选，在进攻端精准的三分球也会给辽篮制造麻烦。

综合评定：★★★★
三号位：能在与李根的竞争中坐稳首发位置，这表明

阿不都沙拉木在新疆队战术地位的提升。新疆队能否在比
赛开局摆脱辽篮压制，阿不都沙拉木的表现至关重要。

综合评定：★★★★★
四号位：在新疆队效力多年的俞长栋完全是靠凶悍的

防守得以立足，而且他也是目前新疆队进攻手段最为多样
的内线球员。

综合评定：★★★★
五号位：范子铭是国产内线的希望之星，兼具身高和

力量，有他在场上，新疆队的篮板球就可以得到保障，缺乏
季后赛经验或许是他唯一的弱点。

综合评定：★★★★★
新疆队替补：和辽篮相比，新疆队的板凳深度更加雄

厚，除了大外援斯托克斯之外，曾令旭、王子瑞、李根、周仪
翔和孙桐林各具特点，新疆队在阵容选择上拥有更加充裕
的回旋余地，这也是新疆队冲击总冠军的强大保障。

综合评定：★★★★★

“疆辽之争”看队员的比拼，更看主教练的运筹帷幄。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隔岸观火NBA

北京时间4月8日，在2018-2019赛季英超联赛第33轮比赛中，阿森
纳队客场以0∶1不敌埃弗顿队。这是阿森纳队球员厄齐尔（左）与埃弗顿
队球员迪涅在比赛中拼抢。

英超：阿森纳不敌埃弗顿

辽篮VS新疆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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