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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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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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市盖颖商贸中心营业执照正本丢失，纳税人识别号21010275075352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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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催款声明
本溪国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法定代表人陈福君：

依据贵公司与我公司2011年6月2日签订的房地产联合开发协议及
2011年8月15日签订的关于北地幼儿园动迁补偿协议，贵公司需向我公
司支付各项款项共计26705.9008万元。截至目前，贵公司仅支付了7600
万元，其余19105.9008万元款项虽经我公司多次催要，但贵公司一直未予
支付。望贵公司见此声明后与我公司联系，以尽快履行付款义务，否则，我
公司将采取相关法律措施。

特此声明。
本溪钢铁（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11日

封路通告
国道京沈线凌源凌北公铁立交桥引线

(G101 线 K408+598-K409+382.136)改造加

宽工程施工，全长 0.784 公里。施工期间此

路段采取半幅封闭交通半幅正常通行的交

通组织方案，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

减速慢行。

封闭时间：2019 年 4 月 17 日至 2019 年 7

月31日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4月12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污水管网改造工程勘察设计；
项目地点：辽宁省大连市；
招标规模：新建一座污水提升泵站，铺设污水管道约1213米，将营

区内污水引接市政污水管线；新建化粪池5座、厕所5座、铺设污水管线
约2350米。以上工程勘察、测量、设计。

合同估价：1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4月18日18 时。（报名有效期不少于

7天）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324112064

中国人民解放军65054部队 2019年4月12日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卫生学校拟向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曼联队依旧是“主场虫”，和本赛季
此前的欧冠主场比赛一样，曼联队在老
特拉福德球场好像找不到进球的感觉。
北京时间 4 月 11 日，在欧冠联赛 1/4 决
赛的舞台上，曼联队 0∶1 不敌巴萨。曼
联队本赛季迄今5个欧冠主场的战绩确
实有些拿不出手，其中4次被零封，只进
1 球。本场比赛曼联队全场 10 次射门，
没有一次射正，以这样的状态，还能期待
他们上演逆转好戏吗？

当然，好消息是曼联队只输了一个
球，结果略好于上轮淘汰赛首轮主场0∶2

不敌大巴黎时的比分，也正因如此，曾经
效力曼联队的球星哈格里夫斯依旧看好
自己的主队有机会翻盘，他认为曼联队不
应该畏惧巴萨。哈格里夫斯提到：“巴萨
在西甲赛场上极具统治力，但是他们对阵
曼联队时表现出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事实上，这场比赛曼联队的防守相
当顽强。全场比赛巴萨也仅仅完成6次
射门，梅西更是在终场前才有机会起脚。

在严防死守下，梅西和曼联队球员
撞在一起，一度鼻血不止，比赛生生变成
了肉搏战。不过梅西的作用仍旧非常巨

大，巴萨的进球就是由他策动，第 12 分
钟，梅西反越位跑动得到布斯克茨的过
顶传球后，再传中给后点的苏亚雷斯，苏
亚雷斯头球顶进，但欧足联把这个进球
算为卢克·肖的乌龙球。值得注意的是，
进球前巴萨一共传了48脚球，全队11名
球员全部触球，证明他们依旧有掌控比
赛的能力。

但领先后的巴萨却被曼联队压制，失
去中场控制权的巴萨只能死守，可惜曼联
队制造不出进球机会。曼联队主教练索
尔斯克亚说：“我们开场发挥得不好，进入

状态有点慢，心理也有些紧张。梅西和苏
亚雷斯创造了伟大的进球，他们的运气也
不错，球打在卢克·肖身上弹进了球门。
之后我们稳定下来，就像是从前的那支曼
联队，我们尽可能限制了梅西，球队的防
守阵型也保持得很好。”

索尔斯克亚坚信“曼联队还没被淘
汰”，他表示，“接下来我们的客场比赛只
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进球得分。”是的，
上轮欧冠首回合 0∶2 落后之时，又有多
少球迷会料到他们能逆转晋级呢？足球
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主场不进球是老毛病

曼联还有一颗翻盘的心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时间 4 月 11 日，中国女篮
迎 来 了 历 史 性 的 一 刻 。 在
2019WNBA 选秀大会中，中国
女篮 19 岁的年轻国手韩旭和
20 岁的李月汝分别在第 14 顺
位和第 35 顺位被纽约自由人
队和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

在此之前，中国女篮的标
志性人物郑海霞在 1997 年的
选秀大会上被洛杉矶火花队选
中，成为WNBA选秀中国第一
人。如今新一代的年轻国手开
始追赶前辈的脚步。

相比其他项目在“体教结
合”尝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女
篮却涌现出不少学生军，韩旭
就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她的成
长一直都在女篮传统名校清华
附中完成。

同时另外一位中国球员李
月汝凭借在国家队和联赛中的
出色表现，也得到了WNBA的
青睐。不过李月汝此前表示：

“我在国内联赛只面对一名外
援都无法打出稳定高效的表
现，更不用说在 WNBA 赛场
了，我现在的重心还是先放在
国家队，两年之后，还是有机会
去参加WNBA。”

中国女篮全队目前正在军
训，从教练到队员对选秀过程
都非常关注，主教练许利民在
第一时间为韩旭和李月汝送上
祝福。许利民说：“在 WNBA
选秀当中，同时有两名队员被
选上，这是中国女篮的光荣。
新一代的中国女篮运动员中能
有这样的人才，我非常高兴。
李月汝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先不
去美国打球，先在国内打好基
础，也是正确的选择。”

韩旭在清华附中的教练接
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我希望
她给校园里打球的孩子树立榜
样，她最终能登陆 WNBA 赛
场，也是对我们校园篮球培养
模式的肯定和激励。”

中国女篮高光时刻
韩旭登陆WNBA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时间4月11日，NBA常规
赛结束最后一天的比赛，东西
部排名尘埃落定，根据赛程安
排，NBA季后赛将于北京时间
4月14日正式打响。

常规赛结束的时刻，也意
味着要和两位巨星说再见了。
达拉斯独行侠队的德克·诺维
茨基宣布赛季结束后将正式退
役，4 月 11 日与马刺队的比赛
成为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交出20分、10个篮板的两双数
据后，“德国战车”停下了他足
足征战了 21 个赛季的步伐。

在马刺队主场，诺维茨基还享
受 到 了 球 迷 高 呼 MVP 的 待
遇。毫无疑问，他已经是NBA
历史上最成功的海外球员之
一，未来必将入驻篮球名人堂。

诺维茨基挥手告别的同
时，“闪电侠”韦德在热火队面
对篮网队的比赛中拿下“三
双”，25 分、11 个篮板、10 次助
攻，这是韦德送给球迷的最后
礼物。本赛季，他共为热火队
出战了72场比赛，场均贡献15
分，几乎不像是一个要退役的
老将，但韦德坚定地选择离开，
令人惋惜。

告别常规赛
告别韦德和诺维茨基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时间4月11日，欧冠1/4决
赛首轮尤文图斯队客场挑战阿
贾克斯队，伤愈复出的 C 罗头
球破门，尤文图斯队1∶1战平阿
贾克斯队，占据了晋级先机。

尤文图斯队的进球可谓一
气呵成，比赛第 45 分钟，C 罗
把球分给了坎塞洛，然后自己
快速前插，坎塞洛右路送出精
准长传，无人盯防的 C 罗禁区
中路鱼跃冲顶头球破门，堪称
妙笔。在欧冠赛场上，C 罗的
头球破门次数已经达到23次，

是头球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也
是C罗在欧冠联赛中攻入的第
125 球，距离他在曼联队效力
时打进的第一粒欧冠进球，时
间已经整整过去了 12 年。可
惜的是，C 罗的进球没能帮助
尤文图斯队取得胜利，下半时
开始仅29秒，阿贾克斯队就追
平比分。成也坎塞洛，败也坎
塞洛，他停球失误，被对手内雷
斯断球后突入禁区抽射得分。
阿贾克斯队第 51 分钟甚至还
有反超机会，但内雷斯的破门
越位在先。

论头球 C罗欧冠第一

4月11日，韩旭（右）在选秀大会上从WNBA首席运营官赫奇
佩思手中接过纽约自由人队球衣。 新华社供片

斯托克斯称霸内线

新疆队外援高出一筹
本报记者 李 翔

100∶109，辽宁男篮大比分 0∶2落
后，一只脚已经踩到了悬崖边。37∶55，
这是 11 日辽宁男篮和新疆队的半决
赛第二场比赛中，双方外援的得分对
比。新疆队大外援斯托克斯发挥尤其
出色，正是他在第三节主导了一波进
攻高潮，成为新疆队反扑的关键。

没有退路的辽宁男篮在开场后气
势如虹，第一节比赛还有5分10秒结束
时，随着李晓旭爆扣得手，辽宁男篮首

发5人全部得分。首节比赛，辽篮27∶23
领先。第二节，新疆队双外援轮番冲击，
但辽篮顶住压力，半场54∶48领先。

第三节，辽篮体能下降，而新疆队
双外援不断中投得手，很快将比分反
超，最多时领先 10 分，但凭借贺天举
在三分线外的神奇发挥，辽篮顽强地
追至82∶84。最后一节，辽宁男篮进攻
端频频打铁，而新疆队越战越勇，分差
始终保持在10分左右，随着时间一分

一秒流逝，辽篮大势已去，只能以100∶109
接受连败两场的命运。

经历了首场比赛的低迷，哈德森此
役一开场表现非常积极，但体能已经不
足以支撑他把状态保持到全场，在搏命
的第四节，老哈三分球无一命中，只得
到2分。而巴斯完全被斯托克斯压制，
全场只交出了13分、8个篮板的数据，
对比一下斯托克斯27分、12个篮板的
表现，辽宁男篮的输球不可避免。

给辽篮鼓劲 把比赛带回沈阳
本报记者 李 翔

“打回沈阳”，11日辽宁男篮与新
疆队半决赛第二场的最后时刻，全场
球迷这样为主队鼓劲。连续输掉两个
主场，这是人们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
考虑到接下来要连续打三个客场，辽
宁男篮想要逆转新疆队的希望似乎非
常渺茫。对于辽篮来说，现在不要想
太多，能把这个系列赛带回沈阳，就是
最现实的目标。

此前CBA历史上，7战4胜制的对

决中，0∶2落后的球队无一幸免，最后
全部被淘汰。本赛季深圳队3∶2逆转
北京队已经算是奇迹。同样的奇迹在
一个赛季里上演两次的概率有多大，恐
怕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更何况，新疆队
主场红山体育馆历来是辽篮的伤心地，
此前辽宁男篮3次在季后赛面对新疆
队，7个客场比赛无一胜绩。即便是考
虑到常规赛战绩，17年的时间里，辽篮
也不过在这里赢过3场。不夸张地说，

辽篮现在面临的是真正的绝境。
不过，事已至此，辽宁男篮也没有

沮丧的必要。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
实现了呢。就像深圳队在1/4决赛输
掉第二个主场之后，有谁相信他们能
在客场拿下两场胜利呢？对于即将踏
上客场旅程的辽篮来说，他们必须在
这两天的时间里整理好情绪，每个人
都要仔细想想，用什么方法才能让这
个系列赛重新回到沈阳。

失意之夜也有收获
贺天举成为奇兵
本报记者 李 翔

巴斯（持球者）完全被斯托克斯压制，卫冕冠军站在悬崖边上。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篮板球 42∶54，助攻 21∶22，断
球 8∶11，在 11 日 100∶109 负于新疆
队的比赛中，辽宁男篮在技术统计
中全面处于下风。唯一的收获，就
是贺天举担任首发成为球队奇兵。
此役郭士强做出变阵，外线投手贺
天举首发出场，他不负众望，手感十
分火热，三分线外 6投 5中，得到赛
季新高的 16 分。如果没有贺天举
的爆发，或许辽篮很难把悬念留到
最后一节。

在丢掉第一个主场之后，辽宁
男篮已经没有退路，本场比赛除了
获胜别无选择。在此情况下，辽篮
走了一步险棋，让贺天举进入首发
阵容。要知道，在与福建队的三场
1/4 决赛中，贺天举只是在第二场
比赛有过不到 1 分钟的出场时间。
临危受命，贺天举重新找到了自己
巅峰时期的感觉，第一次三分线外
出手就稳稳命中，上半场 3投 3中。
第三节，眼见新疆队就要打出“一波
流”带走比赛，又是重新回到场上的
贺天举连续命中两个三分球，将分
差缩小到 2 分，这也是辽宁男篮最
后一次看到胜利的曙光。但贺天举
终究无法将神奇进行到底，体能的
巨大消耗让他随后两罚不中。

“今天小贺首发打四号位，主
要还是从整体部署考虑。他这场
发挥很出色，能从伤病中走出来，
主要还得靠他自己努力，我希望他
能把这种状态保持下去。”在赛后
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郭士强如
此表示。尽管结局让人失望，但贺
天举的爆发，还是给人们留下了一
些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