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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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洼桥支
行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达成的债权转让
安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洼桥支行
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吉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
泥洼桥支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
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

主体。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作为上述债权的受

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
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履行主债权合

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
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
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收购的沈阳亿丰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 14584.01 万元。其
中：本金 13000万元，截至基准日 2019年 3月 20日利息 1584.01
万元，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

债权资产：该债权项下抵押物分别为位于沈抚新城的三宗
土地使用权、位于抚顺开发区大南工业园沈东二路北的在建工
程及土地使用，保证人分别为上亿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张风叶、
邱正闯、洪伟青、黄晓辉、吴金丹、薛春树、赖桂秀、叶尚敏、张美
玉。欲了解抵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 http://
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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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发布日期为2019年4月15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

个工作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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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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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传真：024-31880234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4月15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大连衡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

原贷款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
连青泥洼桥支行

担保人

大连常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长波物流有限公司、琚德
惠、王夏夏、徐长威、钟铭、徐长波、闫淑梅

贷款本金

人民币144,558,957.35元

利息

人民币46,405,912.57元

其他从权利

人民币991,800.00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青泥洼桥支行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基准日：2018年12月21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沈阳亿丰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沈阳淮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税号210105057155206）开具给

沈阳地利运输有限公司（税号

210104313270028）的机动车销售

统一发票发票联遗失，发票代码

121001521071， 发 票 号 码

01373980，特此声明。

▲沈阳兴耐德电气有限公司（税

号91210102696512417K）开具的

辽宁增值税专用发票遗失，发票

代 码 2100183130，发 票 号 码

06355571、06355572，金额分别为

11412元、800元，特此声明。

▲梁锦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210102MA0UTGTF36，核 准

日期：2007年4月6日，声明作废。

注销声明
沈阳市浑南区瑞佳宾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MA0P47RH19，

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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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浑南区瑞佳宾馆
联系人：马原驰
联系电话：15524519799

沈阳市浑南区瑞佳宾馆 2019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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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保级是第一目标，就
一定要压制住竞争对手。尽管
之前两个主场不胜，但能赢下
该赢的比赛，辽宁沈阳宏运队
这方面做得还不错。在刚结束
的2019中甲联赛第5轮的比赛
中，辽宁队凭借孙兆靓的进球
在客场1∶0小胜新疆雪豹纳欢
队，收获宝贵的 3 分。新疆队
则 5 轮过后一胜难求，目前在
中甲联赛垫底，在弱队身上拿
分，恰恰是辽宁队能够保级的
关键。

在两队的实力对比上，也
是辽宁队占优。比赛开始后辽
宁队占据了主动，牢牢掌握进
攻的主动权，多次从新疆队防
守较为薄弱的右路发起冲击，
无奈把握机会的能力欠佳。事
实上，辽宁队主教练臧海利接
手球队后一直在灌输控球为主
的战术打法，但受球队整体实
力的限制，队员们未能把教练
的意图都体现出来。臧海利表
示：“联赛 5 轮之后，我看到了
球队的改变，球队整体发挥有
好的时候，也有被动的时候，但
球员能坚持打法，这体现了对
我的信任，是让我比较满意的
地方。”

回到比赛中，辽宁队是比
较幸运的一方。第22分钟，新
疆队右侧起球传入禁区，辽宁队

门将张振强出现失误，皮球击中
立柱后弹出，辽宁队逃过一劫。
半场结束时两队握手言和。下
半场开赛第2分钟，新疆队门将
出现失误，辽宁队抓住机会，进
攻中右侧传中，主队门将顾俊杰
判断失误，辽宁队孙兆靓将球轻
松顶入球门，1∶0的比分保持到
全场结束。

臧海利表示：“球员们通过
努力赢下这场比赛，我非常高
兴。比赛过程很艰苦，特别是
在比赛后半段，对手制造了很
大威胁，球员们顶住了对手的
攻击。另外还有一点，在领先
对手后，全队思想仍然统一，整
体打法没有改变，依旧敢于控
球，这是和前几场相比辽宁队
的最大改变，也是赢球之后我
特别高兴的地方。”

辽宁队5场比赛的结果挺
有意思，两个主场只拿到1分，
三个客场却拿了7分。怎样才
能在主场也多拿分？臧海利
说：“出现主场拿分较少的情
况，更多原因是球员的心理问
题。大部分球员比赛经验较
少，心理承受能力差一些，在主
场更想为球迷带来胜利，无形
中压力变大，到了客场，反而能
放得开。我相信，随着逐渐调
整，队员们的心态会变得越来
越好。”

想保级需压制竞争对手
辽宁队赢下该赢的比赛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4 月 14 日，中超联赛第 5 轮比
赛继续进行，山东鲁能泰山队
在主场对阵大连一方队。第
44 分钟，大连一方队进攻，赵
明剑助攻穆谢奎头球破门，而
后山东鲁能队外援格德斯多次
错失进球良机，大连一方队球
员李帅在第 74 分钟被红牌罚

下，最终大连一方队 1∶0 击败
山东鲁能队取得赛季首胜。

这场胜利，缓解了大连一方
队此前4轮2平2负仅拿到2分
的压力，大连一方队主教练崔康
熙也暂时摆脱了困境。山东鲁
能队则遇到了老问题，即在亚冠
联赛和中超联赛双线作战情况
下，球队的体能存在一定问题。

大连一方队终于迎来首胜

4月14日，大连一方队球员穆谢奎（左二）在比赛中拼抢。

在14日以109∶100击败新疆队
后，辽宁男篮又一次刷新了队史纪
录，这是球队在CBA历史上第一次
季后赛客场战胜新疆队。而对新疆
队来说，这仅是他们本赛季在主场
吃到的第二场败仗。换句话说，辽
宁男篮是继广东队之后，本赛季第
二支能在红山体育馆赢球的球队。

自从新疆队加入CBA以来，辽
宁男篮在季后赛与其三度交手，全
部失利，尤其是在客场7战全败，这
成为辽篮季后赛的一项尴尬纪录。
本场比赛，新疆队在第三节曾经最
多领先16分，辽篮在红山体育馆的
季后赛连败记录眼看就要扩大到八
场。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辽篮没
有自暴自弃，而是一板一眼地按照
战术来打，重点切断新疆队几个外
线主攻点的接球线路，迫使新疆队
把球交给内线。到了第四节，新疆
队明显在进攻端失去了耐心，俞长
栋、孙桐林和范子铭多次篮下强打
不成，轮到辽篮打起对手的反击，比
赛的胜利也就水到渠成。

尽管获胜让人欣喜，但辽篮的
处境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改
变，毕竟大比分 2∶1 领先的是新疆
队，而且接下来的两场比赛继续在
新疆队主场进行。也就是说，新疆
队仍然保有在主场结束这个系列赛
的可能。

所以说，辽篮没有时间、也没有
资格为在季后赛第一次客场击败新
疆队而沾沾自喜，距离“打回沈阳”
的目标，他们还差一场胜利。

本报记者 李 翔 14 日电
自乌鲁木齐

辽篮创造历史不足喜

距离“打回沈阳”
还差一场胜利 一场比赛只有3名队员得分上双，

甚至第四得分点仅贡献6分，但辽宁男
篮就是赢了。在14日与新疆队的比赛
中，辽宁男篮凭借“三巨头”合力砍下87
分，终于从红山体育馆“虎口拔牙”。

前两场比赛，郭艾伦的进攻效率
并不理想，经过两天的休整，郭艾伦此
役显然吸取了教训，采用一种更合理
的方式来组织全队的进攻。在上半场
基本没怎么出手的情况下，郭艾伦整
场比赛两分球15投11中，三分球4投
2中，砍下全场最高的34分。

“吃一堑长一智”的事，不仅发生在
郭艾伦身上。本场比赛，哈德森把精力
全部放在进攻端，尤其是在第三节对手
企图打出“一波流”将比赛带走的时候，
正是老哈在进攻端给予了强硬的回
应。全场比赛，哈德森三分球 14 投 6
中，顶着全场的嘘声6罚6中，独得32
分。在被新疆队小外援压制了两场比
赛之后，哈德森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相比而言，巴斯21分的数据似乎
没有那么显眼，那是因为他防守对方
大外援斯托克斯的任务非常艰巨。尽
管如此，巴斯也只比斯托克斯少得了
1 分。重要的是，在巴斯不惜体力的
盯防之下，上一场比赛大杀四方的斯
托克斯本场出现 4 次失误，而这几次
失误几乎都转化成辽篮的得分。

实际上，辽篮这场胜利并不算漂
亮，除了得分点过于集中之外，全场助
攻数也只有 11 次，比对手少了 8 次。
这足以说明，辽篮在进攻端更多的是
依靠郭艾伦和双外援的个人能力来解
决问题。

在韩德君缺阵的情况下，辽篮这
样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通过第
二场比赛，人们应该看得很明白，依靠
替补席的零敲碎打，是无法击倒夺冠
热门新疆队的。如果辽篮还想把这个
系列赛带回沈阳，在坚持团队防守的
前提下，必须最大限度地解放“三巨
头”在进攻端的天赋。

本报记者 李 翔 14 日电自
乌鲁木齐

防守靠团队
进攻靠“三巨头”

109∶100，与半决赛第二场的比分
完全相同，只不过这一次胜负易主。4
月14日，辽宁男篮凭借贯穿全场的高
水准防守，在前两节落后的绝境下奋
力反击，客场逆转新疆队，将总比分扳
为1∶2。

本场比赛，双方都沿用了上一场
比赛的首发阵容，回到主场的新疆队
开局进入状态极快，首节 27∶25 领
先。第二节使用双外援后，新疆队延
续良好的手感，半场比分为 55∶46。
但是在第三节，新疆队在领先 16 分

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短路”，辽篮在本
节结束时将比分扳为 82 平。此后辽
宁男篮越战越勇，在第四节将比分拉
开，凭借郭艾伦和哈德森稳定的罚
球，最终从红山体育馆带走胜利。

“前两场比赛，我们在防守端各打
了半场好球，只有这场比赛，我们整场
都保持了很高的防守强度。在执行教
练组的战术布置上，队员们今天的表
现非常完美。”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主教练郭士强如此表示。

事实上，由于新疆队在大比分上

占据明显的优势，辽宁男篮此役拿出
了破釜沉舟的气势，全场对新疆队几
个主攻点的包夹非常坚决，而且一旦
对手分球，大多数情况下防守轮转做
得非常到位。辽篮的拼命精神，在篮
板球这项数据上得到最好的体现。在
身高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辽篮在
篮板球上以 46∶43 占先，前场篮板更
是以 17∶12 实现了压制，这场胜利对
辽篮而言可谓“天道酬勤”。

本报记者 李 翔 14 日电自
乌鲁木齐

整场保持高强度防守

辽篮绝境下爆发逆转取胜

4月14日，辽宁本钢队球员
郭艾伦（前）在比赛中持球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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