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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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路通告
盖州市东升路延伸段道路工程中K0+777小桥位于东

升路与饶盖线K1841+450交叉处，由于该桥施工需要全幅

封闭饶盖线 K1840+600-K1841+500 路段。封闭时间为

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10月18日。封闭期间请过往车

辆绕行黑大线、徐尚线。

特此通告。

营口市交通局公路总站
盖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5月16日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收购的本溪碧水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总额30664.97万元，债权本金余额
17872.09 万元，利息 7367.78 万元，孳生息 5425.1 万元

（债权金额最终以法院判决为准），贷款方式为抵押、保
证和质押。程晓红以其所持有的本溪碧水云天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2520万元股权、任振春以其所持有的本
溪碧水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480万元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股权质押已办理登记；抵押物为位于本溪市明
山区高峪街道办事处高峪社区的面积为70600平方米
的土地使用权及位于本溪市明山区滨河南路 808-22
栋等 17 栋楼、808-2 栋、808-6 栋的在建工程，均已办
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物最终以转让时抵押明细为
准）；程晓红承担保证责任。该债权已诉讼，尚未下达
判决，已查封保全抵押物。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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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7 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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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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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本溪碧水云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封路通告
根据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安排，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6 月 25 日对沈阳绕城高速王家沟 E 匝道（K29+
100－K29+400)进行匝道处桥梁引线路面塌陷维修处理。
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及安全施工，需要对朱尔屯～王家沟
方向，王家沟 E 匝道（通往王家沟收费站方向）完全封闭施
工，匝道通向京哈高速方向正常通行。请在王家沟收费站
下道的车辆在沈阳东收费站绕行，并提醒车辆注意安全。

特此通告。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桃仙分公司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速三大队
2019年5月14日

沈阳仲裁委员会公告
沈阳志鑫诚广告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申请人沈阳市铁西区丽川广告设备商行经营者：董
贵宾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8）沈仲字第 18102号]，现依
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仲裁答辩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庭组
成方式及仲裁员选定书、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书与仲裁庭组成方式及
仲裁员选定书的时间为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领取组庭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时间为答辩期满之日起5日内。提交证据材料时
间为公告期满之日起30日内。并定于提交证据材料期满之日起的
第8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会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决。本会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八纬路 23 号，邮
编：110014，电话：024-22707889。

沈阳仲裁委员会

遗失声明
▲沈阳信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丢失法人章一枚，编号
210103000060871，声明作废。▲兴城市运服龙尤新运输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211481600311448，核准日期2013年5月22日，声明作废。▲辽宁云联车坊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5MA0P54L799）遗 失 法 人 章（常 虹）一 枚 ，号 码
210105000009882，声明作废。▲辽宁云联车坊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05MA0P54L799）遗失公章一枚，号码210105000009880，
声明作废。▲沈阳天北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叶琳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
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遗失，证书编号：辽建安AB[2011]
14358，声明作废。

5 月 19 日，第 16 届苏迪曼杯将
正式开战。本届杯赛，共有 30 支球
队的365名球员参赛。综合来看，虽
然印尼队的双打和中国台北队的单
打具备不俗实力，但中国羽毛球队夺
冠的最大对手，还是日本队。

本届苏杯，日本队派出的阵容如
下：男单为桃田贤斗、西本拳太；男双
为嘉村健士/园田启悟、渡边勇大/远
藤大由、保木卓朗/小林优吾；女单为
山口茜、奥原希望；女双为福岛由纪/
广田彩花、松友美佐纪/高桥里华、松
本麻佑/永原和可那；混双为渡边勇
大/东野有纱、保木卓朗/永原和可那。

毫无疑问，这是日本队目前能够
派出的最强阵容。日本队总教练朴
柱奉曾豪言，日本队在 2014 年夺得
汤姆斯杯（男团赛）、2018 年夺取尤
伯杯（女团赛）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拿到苏迪曼杯冠军，以实现羽毛球团
体赛的全满贯。

查看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可以发

现中日两队实力接近。男单方面，日
本队的桃田贤斗高居第一位，中国队
的石宇奇排名第二；女单方面，中国
队排名最高的是第三位的陈雨菲，日
本队的奥原希望和山口茜分居第二
位和第四位；混双方面，中国队占据
前两位，日本队渡边勇大/东野有纱
排名第三；男双方面，日本队的嘉村
健士/园田启悟排名第二，中国队的
李俊慧/刘雨辰以微弱的积分劣势排
在第三；女双方面，日本队集团优势
非常明显，三对选手分别排在第一、
第二和第四，而中国队的陈清晨/贾
一凡排名第三。

逐一分析不难看出，日本队的女
单和女双拥有较大优势，男单和男双
中日两队基本五五开，国羽占上风的
只有混双一项。日本队在五个单项
上都具备与国羽掰手腕的实力，这在
以往是非常罕见的。国羽想要重新
夺回苏迪曼杯，日本队恐怕是一个绕
不开的对手。

五个单项都有强手

日本队是国羽最大拦路虎
本报记者 李 翔

作为一名后卫出身的球员，沈阳
城市队的王维朴已在本赛季中乙联
赛前 10 轮打进 3 个球。鲜为人知的
是，王维朴在队内堪称“万金油”，本
赛季先后出现在中后卫、边后卫和后
腰的位置上，本月15日与西安大兴崇
德队的比赛中，王维朴还被安排到中
锋位置上，并在比赛中攻入两球。

对于被安排在各种位置上，王维
朴坦言：“首先这代表教练组对我的
信任，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哪个位置
需要我，我就去哪个位置，而且一定
会全力以赴打好。”

上赛季后半段，为弥补后防线的
速度缺陷，踢中场的队长杨健被教练
组安排打中后卫，直到本赛季多名中
前场球员离队，杨健才回到自己熟悉
的中场位置。杨健表示，踢什么位置
对他来说不重要，“队长就是要起带
头作用的，无论是在训练、比赛还是
生活中，这是我的责任所在。”

巧的是，在 15 日的比赛中，当球
队 3∶0 领先之后，主教练出于对杨健
的保护将其换下，接过队长袖标的正
是王维朴，这代表着这支球队精神的
传承。

杨健、王维朴接受采访时都直
言，目前球队的内部氛围良好，大家
是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作为沈阳
人，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帮
助家乡球队早日实现冲甲的夙愿。

团结是沈阳城市队
冲甲资本
本报记者 李 翔

早早横扫对手挺进分区决赛，雄
鹿队恢复了体能，却丢掉了手感。北
京时间 5 月 16 日，在 NBA 东部决赛
的第一场比赛中，雄鹿队全场命中率
惨不忍睹，三分球 44 投只进了 11
个。即便这样，猛龙队在领先了3节
之后还是翻了车，以100∶108负于对
手。随着雄鹿队手风回暖，东部决赛
的悬念似乎也开始变小。

猛龙队的战术意图很明显，就是
希望借助之前赢下“抢七”大战的余
勇，三军用命，攻陷雄鹿队的主场。
雄鹿队确实有些走神，开场后防守强
度不够，猛龙队洛瑞率先打开局面，

三分球几乎弹无虚发，贡献了季后赛
开始以来的最佳发挥。可篮球毕竟
是团队运动，猛龙队这边洛瑞和莱昂
纳德再勇猛，终有强弩之末的时候。
翻开技术统计，猛龙队首发5人中有
4位出场超过40分钟，莱昂纳德和西
亚卡姆都打了42分钟！特别是当家
球星莱昂纳德，全场比赛都在和雄鹿
队的高强度防守做斗争，他打满了第
一节，第二节挤出3分钟宝贵的休息
时间，第三节又打满12分钟，等到末
节开场休息2分钟再上场后，雄鹿队
防守更凶，而此时莱昂纳德体力却大
大下降，浑身是铁，能碾几颗钉？最

后一节，莱昂纳德出手3次全部被篮
筐拒绝，只靠罚球拿下2分。

尽管雄鹿队的“带头大哥”阿德
托昆博在最后一节也只有3分入账，
却享受“躺着赢球”的愉快心情，队友
给力，雄鹿队得分上双的球员多达5
人，自然用不着他大砍大杀。和得分
相比，雄鹿队在篮板球上的优势才是
取胜关键，60∶46，雄鹿队比猛龙队多
抢了14个篮板球，其中前场篮板球多
抢了7个，那就是多了7次进攻机会，
正是靠着篮下的厮杀，雄鹿队才紧咬
着比分，等来第四节的反扑时刻。

NBA 赛场上，从来不缺励志故

事。谁能想到，一位拿着底薪的大中
锋成了这场比赛的主宰。布鲁克·洛
佩斯去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休赛期
间一度无人问津。雄鹿队肯定会为当
时接纳洛佩斯的决定感到庆幸。这场
比赛，洛佩斯化身球队英雄，在雄鹿队
外线投手找不到准星的时候，他全场
三分球11投4中，特别是在比赛最后
一刻，洛佩斯一次跟进扣篮、一次外线
三分，彻底拉开比赛分差。29分、11个
篮板、2助攻、4盖帽、0失误，洛佩斯简
直无所不能，更值得注意的是，4个盖
帽全都送给了莱昂纳德，分明是在往
对手的伤口上撒盐。

不怕投不准 雄鹿队还有篮板和奇兵

“东决”悬念也要被杀死了吗
本报记者 黄 岩

5月16日，辽宁沈阳宏运队兵发
长春，备战周末的中甲联赛。本来，
借上轮主场 4∶1 战胜上海申鑫队收
获的自信，辽宁队有信心“朝着胜利
的方向”继续前进，这也是辽宁队赛
前海报的主题。然而客观情况却是，
辽宁队再度陷入伤病潮。

锋线外援穆伦加这场比赛大概
率不会出场。在上轮主场大胜上海
申鑫队一战中，穆伦加拼来一个点
球，此后却旧伤复发，虽然带伤作战
咬牙挺到比赛结束，但与长春队这场
比赛却很难上场。

和穆伦加一样，古斯塔沃和王皓
上轮比赛也是轻伤不下火线，球队正
在评估他们的伤情，而宋琛和张延军
一直都在养伤，可以肯定的是，与长
春队这场比赛，辽宁队无法凑齐主力
阵容。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队今年受伤
病潮侵袭，不仅时间提前，范围也比
较广。从赛季初开始，古斯塔沃、王
皓、宋琛、吕伟、熊飞、张延军，这些主
力球员都因为伤病问题缺席过比赛，
辽宁队阵容厚度本就不足，伤病更是
进一步削弱了球队的战斗力。球队

遭遇大面积伤病潮，主要原因在于今
年年初的冬训不系统，当时因为注册
危机，辽宁队第一阶段的冬训基本被
荒废，这一阶段本应进行体能储备。
等春节之后球队赴韩国拉练时，距离
新赛季开赛仅有一个月，新教练团队
接手时间短，只能把训练重点放在技
战术演练上。

等联赛进入激烈对抗的节奏之
后，球队冬训期体能储备不足的后
遗症就开始显现，球员身体机能远
未达到最佳，受伤也就无法避免。
而且，本赛季辽宁队以锻炼年轻球

员为主，球队现在主力框架中的大
部分队员，去年是替补球员，甚至还
有长时间打不上正式比赛的球员，
他们在高度紧张状态下体能消耗增
大，高消耗导致身体疲劳，同样容易
让伤病找上门来。

辽宁队今年的目标为保级，在保
级道路上，既有来自对手的压力，也
有来自自身的挑战。球员养伤是客
观现实，球队必须在人员短缺的情况
下去打硬仗，主教练臧海利说：“辽宁
队会咬牙一场一场去拼，一分一分
去夺。”

都是冬训不系统惹的祸

辽宁队的伤病潮又来了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即将于下月公布的 2023 年亚洲
杯主办权，现在看来悬念全无。
原本是中国、韩国、泰国和印尼
四国之争，泰国和印尼提前退出
申办，目前韩国因重点申办女足
世界杯也放弃申办亚洲杯，这

样，中国将成为亚洲杯东道主。
现在的情况是，亚洲杯申办

变成了国内申办城市之间的“内
部竞争”。根据2019年亚洲杯的
举办规定，今后亚洲杯的举办地，
必须为赛事提供至少8座正式比
赛球场，每个比赛场地配备3个训

练场地。中国足协此前共申报12
个城市作为2023年亚洲杯备选承
办地，其中包括北京、天津、广州、
南京、西安、武汉、沈阳、长沙、宁
波和洛阳，据了解，算上后期补充
提交申办材料的城市，申办城市
已经超过15个，竞争相当激烈。

2023年亚洲杯申办变身国内城市之争

5月19日，2019年苏迪曼杯世界
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将在广西南
宁市开幕。作为东道主，中国羽毛球
队排出一个相对年轻的阵容，林丹的
落选引人注目。此前人们普遍认为，
这将是林丹在苏杯的谢幕演出，但看
上去，国羽似乎更注重通过本次苏杯
帮助年轻队员成长。

本届苏杯国羽的参赛阵容为：男
单谌龙、石宇奇、陆光祖；男双李俊
慧/刘雨辰、韩呈恺/周昊东；女单陈
雨菲、何冰娇、韩悦；女双陈清晨/贾
一凡、杜玥/李茵晖；混双郑思维/黄
雅琼、王懿律/黄东萍。另外何济霆
和郑雨也入选苏杯阵容，他们将作为
双打的候补队员，为教练组的排兵布
阵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

看到林丹榜上无名，许多人大吃
一惊，要知道，尽管已经 36 岁，但林
丹仍然是中国羽毛球队的领军人
物。更重要的是，林丹在苏迪曼杯的
战绩非常显赫。从2005年开始，“超

级丹”代表国羽征战 7 届苏杯，除了
在2007年小组赛中输给老对手李宗
伟一场，余下出场的比赛全部取胜，
这让男单成为国羽最稳定的一环。

中国队能取得苏杯六连冠，林丹
是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正因为如
此，人们对林丹的落选多少有些惋
惜。上届苏杯国羽在决赛中负于韩
国队，无缘七连冠，如果不能用一个
冠军为苏杯之旅画一个句号，对林丹
而言将是莫大的遗憾。

但是，国羽教练组将林丹排除在
大名单之外，原因也不难理解：林丹
近两年状态出现下滑，重要比赛的胜
率已明显下降；苏迪曼杯是混合团体
赛，每场只派出一名男单队员，谌龙
和石宇奇是世界排名前五位的队员，
林丹即使作为第三单打参赛，关键场
次也不大可能上场。在这种情况下，
让世界排名第17位的小将陆光祖经
历一下团体大赛的氛围，在小组赛中
锻炼一下，或许更有意义。

林丹无缘苏杯有遗憾

国羽的更新换代更重要
本报记者 李 翔

隔岸观火NBA

5月16日，在2018-2019赛季荷兰足球甲级联赛最后一轮比赛中，阿贾克斯队以4∶1击败格拉夫夏普队，
夺得本赛季联赛冠军。这是阿贾克斯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5月16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2019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女子46公斤级
半决赛中，中国选手谭雪琴以9∶11不敌伊朗选手马希娅，获得铜牌。这是谭
雪琴（右）在比赛中。

谭雪琴获世界跆拳道锦标赛铜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