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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总决赛 辽篮学点啥（二）

欧陆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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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人

大连华丰
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大农沙）农银借字
（2003）第000002号

（大连金石滩）农银
借字（2004）第 0071
号

贷款本金余额

8,000,000.00

7,000,000.00

利息

27,419,442.58

合计

42,419,442.58

担保合同编号

（大农沙）农银高
抵 字（2003）第
000002号

（大连金石滩）农
银保字（2004）第
0010号

担保人

大连华丰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华利国际
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与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与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将其对下
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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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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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债务承继人立即向大连国礼
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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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葛女士 联系电话：0411-86760022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大连国礼精神残疾人治疗中心

2019年5月6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17年3月20日 单位：人民币 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以下简称“我分公司”）已在淘宝网发布了对大连大窑湾
保税港区托拉斯木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以网络竞价方
式进行公开处置的公告。竞价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14 日
10时起至 2019年 5月 15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现公
告如下：

一、竞买标的资产：截至2016年4月20日，我分公司
拥有对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托拉斯木业有限公司的债
权为人民币 476.77 万元，其中本金 443.81 万元，利息
30.81 万元，诉讼费 2.15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抵押人
为李国宁、杨瑞。抵押资产为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
区营泰街的 875.47 平方米 11 套住宅。法院已裁定债务
人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托拉斯木业有限公司进入破产
清算程序。

二、交易条件：按债权现状交易。要求买受人信誉
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不良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中国境内具有完全民事能
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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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四、参与竞买方式：报名和竞价均通过网上进行，
意向竞买者请按照淘宝网《资产处置竞价流程》及网络
竞价页面提示，使用淘宝账户（经支付宝实名认证）进
行报名并参与竞买。请意向购买人仔细阅读标的债权
网络竞价页面中内容尤其《竞买须知》；意向竞买人可
通过登录淘宝网→司法拍卖→资产交易→金融资产→
中国华融大连市分公司进入标的债权竞价页面；2019
年 5 月 14 日 10 时 0 分起的 24 小时期间，此竞价入口为
唯一指定入口，通过其他竞价平台报名或参与竞价均
视为无效操作。

五、竞买保证金：意向竞买人可于公告刊登之日起至
竞买结束前随时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0.00万元，即支
付宝账户余额不少于 40.00 万元（请注意各银行限额）。
另请确保预留充足的注册及报价时间。

六、咨询时间与联系方式：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19
年5月13日17时止（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咨询电话：
0411-83703837，联系人：陆先生，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
岗区更新街51号，邮编：116011。

本公告内容仅供参考，竞价相关事宜以淘宝网络竞
价页面内容为准。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19年5月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公开竞价公告

遗失声明
▲ 刘 超 身 份 证 遗 失 ，号 码 ：

211222196910134013，声明作废。

▲兴城市长风家电商行营业执照正本丢

失，注册号 211481600424238，核准日期

2016年4月12日，声明作废。

▲兴城市长风家电商行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注册号 211481600424238，核准日期

2016年4月12日，声明作废。

封路通告
因国道京沈线二十里堡大桥（K376.960-K377.320）危桥重

建工程施工需采取全幅封闭交通，绕路通行的交通组织方案。
绕行线路：

宋杖子 三十家子 茶棚 凌源；
国道京沈线凌源绕城段（K380.050-K380.450）新改建工程

施工，施工期间采取全幅封闭交通，便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案。
因工程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封闭时间：2019年5月12日至2019年12月31日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5月6日

封路通告
因青营线青寨子桥改建工程的施工需要，需对青营线

K44+825—K44+960段进行全幅封闭，封闭期限为2019年5月

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绕行桥梁前进

方向右侧原上白线行驶。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局公路总站

大石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5月6日

↔ ↔ ↔京沈线 绥三线 老宽线

拍卖公告
本公司受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东分行委托,定于2019

年5月14日9时30分，在我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
辽宁海鹰承远机房设备有限公司设备，评估价：3030562

元，起拍价：1739560元，第五次拍卖（竞买保证金30万元）。
展示、报名时间：2019年5月6日至5月13日（9：00-16：00）

法定节假日除外，报名地点：辽宁省凤城市翰墨街18-3
咨询电话：0415-8888878

辽宁丹凤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6日

比赛过程就像辽宁沈阳宏运队主
教练臧海利赛前分析的那样，“石家庄
永昌队本赛季在主场保持全胜，比赛
难度相当大。”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进
行的中甲联赛第 8 轮比赛中，辽宁队
客场与石家庄永昌队之战进行得异常
艰苦，比分也没能像臧海利希望的那
样“有一个好的结果”，最终辽宁沈阳
宏运队客场 1∶2 负于石家庄永昌队，
遭遇中甲联赛三连败。这场比赛后，
辽宁队2胜2平4负排名第13位，主教

练臧海利承认：“输掉本场比赛之后，
辽宁队的保级形势变得比较严峻。”

此前在与石家庄永昌队的交锋
中，辽宁队未尝败绩，石家庄永昌队主
教练亚森的目标就是希望打破对阵辽
宁队不胜的历史。比赛开始后，双方
攻防转换速度非常快，拥有心理优势
的辽宁队踢得更为主动，不过率先进
球的却是石家庄永昌队。在一球落后
的情况下，穆伦加终于打开进球账户，
面对旧主破门，帮助辽宁队扳平比

分。下半场，石家庄永昌队获得单刀
机会再次领先，辽宁队随后发起多次
反击，古斯塔沃终场前的大力远射险
些破门，可惜未能挽回败局。

尽管输球了，辽宁队在比赛中某
些时间段仍然打出较高的反击质量，
臧海利认为：“球队在上半场的反击确
实不错，但我希望球队的进攻手段能
更加多元化，不仅仅依赖反击。”另外，
外援前锋穆伦加终于打破进球荒，对
辽宁队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

可是，走出困境，仅靠穆伦加一个人回
暖还不够，辽宁队必须把整体打造得
更加强韧才行。这场比赛辽宁队的首
发阵容包括 3 名 U23 队员，替补席上
还坐着另外 3 名 U23 队员，以这样的
全新阵容应战，交学费是必然的，只是
U23 球员其实已经算不上年轻了，需
要尽快成长。下轮联赛辽宁队坐镇主
场迎战上海申鑫队，主教练臧海利表
示：“我们会尽快忘掉这场比赛的失
利，努力打好后面的比赛。”

主场输客场也输

三连败 辽足重新感受保级压力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虽然说
预测中超冠军现在似乎为时尚早，但
随着在客场1∶0小胜广州恒大队，以8
连胜创造中国顶级联赛最佳开局的北
京国安队，无疑已成为2019赛季中超
联赛冠军的最大热门。

8场连胜，客场 0失球，攻入 17球
只丢 2 球，2 个失球都在主场发生，1
个乌龙、1 个点球。纵然是中超、亚
冠、足协杯三线作战，北京国安队依
然状态火爆。在积分榜上，北京国安
队领先排名第二的上海上港队多达5
分，这在以往中超联赛争冠集团中极
为罕见。

北京国安
露出冠军相

赢下必须要赢的比赛，把压力
抛给争冠对手曼城队，北京时间 5
月5日的英超倒数第二轮联赛中，
利物浦队展现了战斗精神，凭借奥
里吉最后时刻的进球，以3∶2绝杀
主场作战的纽卡斯尔联队，以2分
的优势超越曼城队，重返积分榜
首。要知道，这是本赛季英超榜首
位置第 31 次易主，创造了新纪
录。曼城队本轮比赛将在主场对
阵莱斯特城队，时间是北京时间 5
月 7 日凌晨，如果获胜将以 1 分再
度反超利物浦队。不管怎样，本赛
季的英超冠军注定将在 5 月 12 日
的最后一轮比赛中决出，最后一轮
比赛，曼城客场对阵布莱顿，利物
浦主场迎战狼队，如果曼城获胜将
卫冕成功。

利物浦队现在的心情是，“尽
人事，听天命”，想夺冠，不仅自己
要赢下所有比赛，还要寄希望于曼
城队遭受阻击。谁能想到，利物浦
队自己差点先翻了船，虽然纽卡斯
尔联队主教练贝尼特斯曾经执教
过利物浦队，但比赛只分胜负，不
念旧情。纽卡斯尔联队踢得相当
顽强，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次扳

平比分。利物浦队被逼到了悬崖
边上，菲尔米诺因伤缺阵，箭头人
物萨拉赫又被对方门将撞昏抬下
场去，克洛普遣上神奇替补奥里吉
绝杀比赛，一边是绝不放弃，一边
是虽败犹荣。

利物浦队本场获胜后，还要在
总比分 0∶3 落后的情况下备战周
中的欧冠半决赛次回合，此外多少
还得分心留意联赛夺冠对手曼城
队的表现。主教练克洛普表示，球
队多少还是对赛季末的魔鬼赛程
有些头疼：“现在赛季的剩余比赛
没有一场是轻而易举的，而我们在
赛季末居然要在6天之内连踢3场
比赛，这实在是太残酷了。”

以利物浦队的风格和克洛
普的性格，与巴萨这场欧冠比赛
也不会放弃。利物浦队上下已
经做好了放手一搏但还是与冠
军无缘的心理准备，想想看，克
洛普执教以来，利物浦队年年都
有进步，现在一队平均年龄不到
27 岁，未来几年之内主力阵容仍
会保持稳定。无论本赛季英超
圆梦与否，这支球队值得人们喜
爱和尊重。

赢下该赢的比赛
利物浦队把压力甩给曼城
本报记者 黄 岩

4∶0，广东男篮报了两年前被新疆
队横扫的一箭之仇，同时也成为CBA
历史上第一支“九冠王”。从总决赛的
进程来看，广东队并没有发挥出全部
能量，而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的新疆队
却自始至终毫无还手之力，这样一边
倒的局面，不能不让人有所触动。

谁都能看出来，广东队能够在
常规赛胜率超过 90%，并且进入季
后赛以后一场未失，以一路碾压的
姿态夺得总冠军，靠的就是无坚不摧
的攻击力。

本赛季，广东队在CBA引领了一

股“小球”风潮，某种程度上来说，广东
队确实相当于 NBA 的“勇士队”。本
赛季，广东队场均得分上双的球员有
6人，这样多的得分点，是CBA历史上
罕见的。和勇士队一样，广东队经常
可以保证场上 5人有 4个稳定的得分
点，甚至5人都具备主动得分能力，总
是能在进攻端保持足够的火力，这自
然提升了对手的防守难度。

相比而言，辽宁男篮在防守端强
调“全民皆兵”，打团队篮球，但在进攻
端却更多地依靠几名核心球员个人能
力。尤其是本赛季，受到一些主客观

因素的影响，辽篮对两名外援和郭艾
伦、韩德君的依赖尤甚以往，其他球员
无论是得分能力还是进攻欲望都迅速
退化。这也导致“四巨头”只要有一个
哑火，辽宁男篮想要赢球就会非常艰
难。即便没有韩德君受伤这个意外事
件，辽篮能否闯过新疆队这一关或者
能否撼动广东队还存在疑问。

一直以来，辽篮有一套自己的战
术体系，这套体系非常成熟，并且也
帮助辽篮登上了总冠军的巅峰。但
从国际篮坛来看，勇士队在 NBA 的
成功颠覆了人们对篮球的传统认知，

这一模式被广东队借鉴，并且最终也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足以说明，勇
士 队 的 成 功 经 验 ，是 适 用 于 CBA
的。和广东队相比，辽篮在篮球理念
上确实已经落后了。体现在球员身
上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任骏飞，他在
广东队中原本只能干点儿“脏活累
活”，现在的任骏飞，已经是一个场均
得到 14.3 分的稳定得分点。相比而
言，辽篮的很多角色球员起点比任骏
飞要高得多，但现在却无法同日而
语，其中的原因，无论辽篮教练组还
是球员本人，都应该深思。

进攻也要靠团队 稳定得分点越多越好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5
月 4日至 5日，2019年沈阳市国际
象棋少年个人冠军赛在沈阳举
办。本次赛事共吸引了全市约 40
支国际象棋代表队的 554 名小选
手参赛，是近年来沈阳市参赛规模
最大的一次国际象棋比赛。

最近几年，国际象棋运动在沈
阳开展的非常广泛，受到越来越
多 家 长 和 学 生 的 喜 爱 。 今 年 4
月，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在沈
阳开赛，中国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叶江川对沈阳的国际象棋
学习环境赞许有加。借中国国际

象棋甲级联赛开赛的东风，本次
冠军赛由沈阳市国际象棋协会主
办、沈阳优尔国际象棋俱乐部承
办，相比于往年，今年的赛事从专
业性到规模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本次冠军赛裁判长刘和友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次比赛的参
赛选手年龄最大的 12 岁，最小的
只有 6 岁。比赛分为两部分，即
白天的慢棋赛和晚上的快棋赛，
如果参加完全部比赛，需要从早上
8 点一直下到晚上 7 点半，参加这
样的国际象棋比赛，对孩子的棋艺
和意志品质是非常好的锻炼。”

2019年沈阳市国际象棋
少年个人冠军赛成功举办

5 月 4 日，广州恒大淘宝队球
员高准翼（右）铲断北京中赫国安队球
员比埃拉的进攻。

5月5日，利物浦队球员萨拉赫（左）在比赛中和纽卡斯尔联队球员里
奇拼抢。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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