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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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中富神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笔不良债权，截至交易基准日2018年3月15

日,债权总额为50272594.9元，债权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和抵押担保。（具体材料可到中国华融网站www.chamc.com.cn
查询）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
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不良资产进行公开处
置，特发布此公告。

此次处置不良资产涉及债权 64 户、抵债资产 2 项。
截至 2019 年 3 月 20 日，64 户债权本金余额合计人民币
277308.90 万元及相应利息；抵债资产分别为位于大连
市中山区的房产和土地，及位于沈阳市浑南区的在建工
程。我分公司在后续操作中会根据相关需要，采取任意
组合资产包或者单户转让的方式进行处置。

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上述资产
的处置方案作出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
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拟处置资产的详细情况，请登录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oamc.com.
cn查询，或与我分公司取得联系。

上述不良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
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条件；交易对象不
得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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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不良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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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
本次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本公告所列不良资产的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
布之日起至20个工作日止。

联系人：姜先生、刘先生
联系电话：024-31679785、31651793
邮件地址：jiangjiliang@coamc.com.cn

liutao-dl@coamc.com.cn
通信地址：大连市中山区金城街25号，邮编：11600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门）、0411-82566569 (我分公司纪
检监察部门)

监督管理部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大连监管
局，电话：0411-39617869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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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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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大连保税区隆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司法抵债实物资产进行处置。该资

产的抵债金额为6600万元。该资产位于大连市西岗区香周路25-1号，交通便利，该实物为整体资产，完整性好，其中商业用房
（含有证及无证）面积为7500.1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3260.3平方米，现处于闲置状态。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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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产的详细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19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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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cheng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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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ngx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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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大连通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老版）丢失，

证书编号C 10240210283028声明作废。

我公司拟对上述债权进行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

价（竞价文件请到我公司领取），现予以公告。公告期为

刊登日2019年5月7日起至2019年5月28日。

交易条件：要求交易方信誉良好，具备资金实力，可

承担交易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国内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或符合国家规

定的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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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参与公开竞价方式：有意竞价者请于公告期内的工

作日至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 77 号了解公开竞价程序并

领取竞价材料。

在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和对该资产处置的有关

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萧先生

联系电话：024-31380582

联系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77号

邮编：11000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7日

地区

沈阳

合计

债务人名称

中富神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交易基准日

2018/3/15

债权规模（元）

50,272,594.90

50,272,594.90

本金（元）

46,673,000.00

46,673,000.00

利息（元）

3,579,094.90

3,579,094.90

费用（元）

20,500.00

20,5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不良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男篮集训名单出炉后，中
国男篮主帅李楠第一时间解读了
自己的选择。首先谈到选拔队员
的标准和依据，李楠说：“集训名单
中的绝大部分球员都是去年在红
队、蓝队或者是今年最后一个世界
杯预选赛窗口期中出现的面孔，这
些球员在过去的训练和比赛中证
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在这个赛季
的CBA联赛中也表现得很好。”

“越级提拔”张镇麟，李楠也有
自己的考虑，李楠说：“张镇麟的情
况相对比较特殊，他最近几年都是
在美国读高中，听说去年在NCAA
的比赛中表现可圈可点，应该说是
一个很有潜力的球员。不过因为
在国内很少能看到他比赛的情况，
我对他的直观了解比较少，这次让

他进入集训名单，其实也是想更全
面地看看这位小将的能力和特点，
毕竟作为国家队的主教练，我还要
为球队的长远发展考虑。”

名单中的球员可以说都是国内
名将，接下来要解决磨合的问题。
李楠说：“确实是这样，之前有些队
员在红队，有些在蓝队，合并之后的
那两场世界杯窗口期比赛，很多主
力球员也没参加，所以对我们来说，
要想磨合好，充分发挥团队的战斗
力，的确是个很大的挑战。不过，我
相信只要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
处使，每个人将国家利益和团队利
益放在首位，充分扮演和发挥好自
己在团队中的角色，加上更有效率
的训练和更高质量的比赛，这个困
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李楠想看新人的能力和特点
本报记者 黄 岩

2019 年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第
八轮战罢，泰州远大、河北精英和
淄博蹴鞠三家俱乐部同积 19 分，
在北区积分榜首并驾齐驱，沈阳城
市队则以5胜2平1负积17分紧随
其后。战绩和排名虽然还可以接
受，但沈阳城市队在比赛中暴露出
的问题，急需得到解决。

沈阳城市队本轮的对手是迄
今为止一场未胜的升班马青岛红
狮队，这场本来不应该有什么悬念
的比赛，过程却一波三折。沈阳城
市队如同此前比赛一样，在进攻端
挥霍了大量的破门良机，并且险些
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最后好不容
易以2∶1艰难赢下比赛。

本赛季至今，沈阳城市队主场
4 战全胜，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
内蒙古草上飞队、长春百合嘉路喜
队、北京理工大学队和青岛红狮队
4个对手排名基本都在中下游，绝
对实力不足以与沈阳城市队抗
衡。即便如此，沈阳城市队在这 4
场比赛中也不过打进 8 个球。事
实上，临门一脚欠佳是沈阳城市队
本赛季暴露出的最大问题。

沈阳城市队在防守端的问
题，同样不能忽视。本赛季，沈阳
城市队引进了多名防守球员，包
括门将在内的很多位置都发生变
化，这对防线的磨合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主场4战全胜
沈阳城市队攻击力仍需提升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5 月 6
日，中国篮协官方公布了备战男篮世
界杯的国家队大名单，在这份大名单
中，辽宁男篮共有郭艾伦、赵继伟和刘
志轩3人入选。

刚刚荣膺“九冠王”的广东队是最
大赢家，共有易建联、周鹏、赵睿和任
骏飞 4 名球员成为新一届国家队球
员；亚军新疆队则有阿不都沙拉木和
可兰白克两人入围；同样拥有两名球
员入选的俱乐部还有北京首钢队（方
硕、翟晓川）、浙江广厦队（胡金秋、孙
铭徽）和福建队（王哲林、陈林坚）。此
外，浙江稠州银行队的吴前、深圳队的
沈梓捷，以及从NBA归来的周琦和丁
彦雨航也在大名单中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男篮集训名单
辽篮三人入选

当只用4节常规比赛时间就结束
战斗后，约基奇笑得很开心。5 月 6
日，丹佛掘金队在客场以 116∶112 击
败波特兰开拓者队，双方大比分战成
2∶2。上一战双方打出载入史册的 4
加时，约基奇足足战斗了65分钟。但
这似乎并没有消耗约基奇的能量，这
场比赛他打了38分钟，又一次拿到三
双数据，而且效率极高，15 投 8 中，三
分球 1 中 1，罚球 4 中 4，21 分 12 篮板
11助攻2抢断。约基奇就像是掘金队
的发动机，球经他手一传，掘金队的进
攻马上就活跃起来，看约基奇的传球，
已经成为一种享受。

约基奇绰号“约老师”，这位塞尔
维亚中锋加盟掘金队后，很快展现了
他在进攻端的天赋，特别是一手如同
魔术般的传球令人赏心悦目，传球能
力简直可以给控球后卫当老师，说他
是最会传球的中锋一点也不夸张。看
掘金队的比赛就会发现，约基奇常常
站在高位，作为轴心梳理进攻路线。
有两项数据能够说明问题，作为一名
大中锋，约基奇的季后赛场均触球数
在所有球员中高居第一，但他的场均
持球时间却非常少，这就意味着在比
赛中，约基奇是频繁拿球、传球的那名
球员，正因为有了约基奇的组织，掘金

队在进攻中，球永远都在传导。
波特兰开拓者队以能打硬仗著称，

可别忘了，丹佛掘金队也是与马刺队鏖
战之后才杀入西部半决赛的。约基奇
的表现令马刺队老帅波波维奇称赞不
已，说约基奇是自己20年来看到的最好
的中锋球员之一。当然这句话也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解读，就是波波维
奇看着约基奇“流口水”，这个能像控卫
一样传球、像锋线球员一样投篮，而且
防守能抢篮板、进攻能冲击篮筐的大个
子简直是全能，这么好的中锋，可惜不
是马刺人。

本赛季NBA常规赛的统计中，最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个内线球
员，约基奇场均竟然能够送出7.3次助
攻。季后赛就更不得了，有专家预测约
基奇能在季后赛实现场均三双。目前，
约基奇在11场季后赛中场均得到24.5
分、12.5篮板、9.3助攻，距离场均三双只
有一步之遥。但是，在季后赛的比赛
中，如果没有赢球，任何数据都是没有
意义的。现在，“约老师”已经带领掘金
队抢回了主场优势，握住了晋级西部决
赛的主动权，“我们不想把疲惫当成借
口，经历了4个加时的那场比赛后，不到
36个小时我们获得胜利，我认为这说明
了我们很强硬。”

约基奇 最会传球的中锋名不虚传
本报记者 黄 岩

广东队能够捧起 CBA 总冠军奖
杯，进攻能力值得大书特书。但是篮球
比赛的进攻和防守从来都是有机统一
的，进攻能力再强的球队，也需要防守
来带动。没有高水准的防守，什么“小
球战术”“死亡五小”也就无从谈起。

广东队的防守，从强度到战术纪
律性在整个 CBA 都首屈一指。在比
赛中，广东队经常通过防守策略的变
化打乱对方节奏。相比来说，辽篮的
整体防守水平并不差，只是比赛打起
来往往没有那么严谨，战术执行力还
有待于加强。

在防守端，最重要的数据就是篮板

球。广东队在赛季初能够以极大魄力
排出双小外援组合，其信心来源于队中
拥有目前个人防守能力最强的两名国
内锋线球员。易建联和周鹏都有能力
保护球队篮筐，这也是本赛季多支球队
都尝试过双小外援战术，但只有广东队
真正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总决赛
的第二场，易建联陷入犯规陷阱，但他
下场休息时，广东队排出由赵睿、马尚·
布鲁克斯、威姆斯、周鹏和任骏飞组成
的“死亡五小”阵容威力丝毫不差，仔细
分析不难发现，这套“死亡五小”阵容的
每个球员都具备身高和力量。

更多时候，广东队场上球员都是

能跑能跳、能突能投的摇摆人，和对手
比起来平均高度甚至还占据一定优
势，这与勇士队何其相似。而且，广东
队球员的身体对抗能力也非常出色，
即便是身材矮小的徐杰，也拥有很出
色的力量，在单防费尔德的时候也不
吃亏。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广东队排出
所谓的“小个阵容”，篮板球依然可以
得到保障，他们之所以能够打出快速
的转换进攻，这是最关键的因素。

回过头来看半决赛，人们曾期待在
没有韩德君的情况下，辽篮也可以打出

“小球战术”，但最终结果让人失望。这
是因为，韩德君不在场上，辽篮除了一

号位之外，所有位置与新疆队相比都属
于“迷你型”，对方提升身体对抗强度
后，辽篮球员从接球到抢篮板都变得非
常困难。即便下赛季韩德君伤愈复出，
这依然是辽篮的一个潜在隐患。

对辽篮来说，身高属于硬伤，没有
办法改变，但是提升个人对抗能力，却
是可以做到的。一方面，俱乐部在未
来引援时应该注重力量和身体对抗能
力，另一方面，辽篮球员在训练中也应
该着力提高自己的肌肉力量。按照本
赛季的趋势，今后CBA季后赛的身体
对抗只会更加激烈，辽篮必须适应这
个游戏规则。

“小球战术”不是谁都能玩

辽篮身高劣势要靠力量来弥补
本报记者 李 翔

围观总决赛 辽篮学点啥（三）

北京时间5月6日，在2018-2019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7轮比
赛中，曼联队在客场被已经降级的哈德斯菲尔德队以1∶1逼平，联赛还剩
一轮，曼联队最终积分无法跻身前四，正式与下赛季欧冠无缘。这是哈德
斯菲尔德队球员孔戈洛（前）在比赛中拼抢。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曼联战平 无缘下赛季欧冠

这是 5 月
3 日广东队夺
冠后，易建联

（右一）和队友
击 掌 庆 祝 。
作 为 国 内 最
好 的 内 线 球
员，他是广东
队 打 小 球 战
术的基石，也
是 国 家 队 今
年征战男篮世
界杯的核心。

隔岸观火N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