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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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葫芦岛市嘉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设计资质证

书正本编号A221014735）遗失，特此声明。

▲兴城市运服于涛运输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21141600280679，核准日期 2013 年 5 月 24 日，声明作

废。

▲青岛富元电子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1份，

发票代码：2100183130，发票号码：04273291，声明作

废。

▲于铁路取暖费发票丢失，发票代码：021001800105，

票号：01555417，特此声明。

▲郑云霄皇姑区珠江街139号地块拆迁协议丢失，编

号：SHZ-8-002736，顺序号：139-CQ-065，声明作

废。

注销声明
凤 城 市 汉 江 电 子 器 件 有 限 公 司 ，营 业 执 照 号 ：

91210682076264440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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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市草河经济管理区保卫村五组

联系人：金长华 联系电话：13842542901

凤城市汉江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4日

辽宁公物拍卖行有限公司受中
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
省分公司的委托，于 2019 年 6 月 21
日 13 时在我公司进行公开拍卖，请
竞买人在2019年6月20日11时前将
足额保证金交纳到我公司指定账
号，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标的名称：秦皇岛市弘企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位于黑龙江
省二九一农场龙脉小区的抵债房
产，建筑面积约 26706.49 平方米，拍
卖保留价在拍卖会现场由委托人密
封提交。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至2019年6
月20日 展示地点：拍卖公司

特别说明：拍卖标的以现状及

现有手续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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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方式：024-82703903 麻
先生

公司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
经街10号北市商务大厦3层

委 托 人 监 督 电 话 ：024-
22518993

拍卖公告 遗失声明 封路通告
朝阳市赤锦线（小西炉至铁匠炉段）

中修工程（K100+600-K108+100）、省道
赤锦线小西炉桥危桥重建工程（K101+
043），施工期间对该路段进行全幅封闭
交通（2019年6月12日至2019年9月30
日）。请广大车辆驾驶人及行人按照交
通标志文明安全出行。由赤峰、大庙方
向去往市区、锦州方向车辆绕行丹锡高
速（G16）大庙高速口—龙城高速口；由锦
州、市区方向去往大庙、赤峰方向车辆绕
行丹锡高速（G16）龙城高速口—大庙高
速口。近途小型车辆绕行村内便道。由
此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朝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9年6月7日

出 租
沈辽西路 159号，徐工集团沈阳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占地 3.3公

顷，现将其整体出租。

联系人：王先生13685112048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
时间 6 月 12 日凌晨，2022 年世界
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一阶段比赛战
罢，下一阶段的 40 支参赛球队已
确定 39 队，排名亚洲第八的国足
如愿成为40强赛的种子队。

世预赛亚洲区第一轮比赛共
有12支球队参加，最终马来西亚、
柬埔寨、蒙古、孟加拉国和关岛 5
支球队通过两回合较量击败对手，
取得晋级资格。中国澳门队出于
安全考虑，放弃与斯里兰卡队的次

回合比赛，因此次回合比赛取消。
目前，亚足联已将相关情况上报国
际足联，不出意外的话斯里兰卡队
将会晋级，成为最后一支晋级 40
强赛的球队。根据安排，世预赛亚
洲区 40强赛抽签仪式将于 7月 17
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排名亚洲第
八的国足力压伊拉克队成为第一
档球队。这就意味着，在 40 强赛
中，国足将避开伊朗、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
这7支球队。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

国足确定成为种子队

经过3个月的激战，2019赛季
中乙联赛预赛阶段已经接近半
程。6 月 15 日将进行中乙联赛北
区第 15 轮比赛，沈阳城市队将在
主场迎战青岛中能队，这也是球队
的半程收官战。在接受采访时，沈
阳城市队主教练于明表示，为了实
现冲甲目标，本周六的比赛一定全
力争胜。

“现在北区的形势已经很明
朗，冲甲就是‘四选三’，泰州远大、
淄博蹴鞠、河北精英，再加上我
们。”于明说。积 30 分的沈阳城
市队虽然处于第一集团，扮演的却
是追赶者的角色。毕竟并列榜首

的泰州远大队和淄博蹴鞠队均积
35 分，河北精英队在少赛一场的
情况下，已积33分。“前面的比赛，
有一些场次是很可惜的，比如客场
输给延边北国队，战平保定容大
队，让我们丢了一些不该丢的分
数，所以接下来的比赛，我们需要
更加努力。”于明不无惋惜地表示。

不过，下一场的对手青岛中能
队堪称沈阳城市队的苦主。6 年
前，这支球队还在征战中超联赛，
如今在中乙赛场仍有足够的竞争
力。上赛季，沈阳城市队在主客场
均败给青岛中能队，历史交锋记录
也是1平3负，处于绝对下风。

中乙联赛半程收官战

沈阳城市队主场全力争胜
本报记者 李 翔

近一段时间，林丹的竞技状态下
滑，李宗伟一直在与病魔斗争，但很多
球迷仍然希望在赛场上看到林丹和李
宗伟的对决，这样的愿望如今已被残
酷的现实击碎。北京时间 6月 13日，
李宗伟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结
束自己19年的运动员生涯。

2018 年 7 月，李宗伟在结束印尼
公开赛征程后被查出患有鼻咽癌。经
过治疗，李宗伟于今年1月恢复训练，
每周训练3天。不过由于身体迟迟没
能达到复出水准，他一再推迟重回赛
场的日程。

世界羽联曾经告知李宗伟：必须
在 8月 14日前复出，否则他的保护排
名会消失。如今，东京奥运会积分赛
已经开打，在身体无法承受高强度训
练和比赛的情况下，退役是一个非常
合乎情理的选择。

在新闻发布会上，李宗伟一度哽

咽落泪，他坦言，本来打算参加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再退役，但是由于
身体状况不允许，只能做出退役这个

“艰难的决定”。
“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拿到奥运会

金牌。”李宗伟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这句
感言，让人唏嘘不已。2008年北京奥
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和2016年里
约奥运会，李宗伟连续 3 次杀入男单
决赛，却收获了3枚银牌。其实，何止
是奥运会，被称为“无冕之王”的李宗
伟三获世锦赛亚军，一次拿到亚运会
男单银牌，一次随马来西亚队获得汤
姆斯杯亚军。一次次痛失冠军的经
历，令广大观众也为其惋惜、抱憾。

但是，李宗伟的成就仍是极为令
人信服的。在职业生涯里，李宗伟一
共获得69个男单冠军头衔，其中46个
是超级赛冠军，这在世界羽坛无人能
及。李宗伟曾经在长达350周的时间

里占据世界第一的宝座，这一点同样
前无古人。虽然职业生涯里缺少一个
有分量的冠军，但凭借高超的球技和
谦和的人品，李宗伟在羽毛球界具有
超高的人气。甚至在中国打比赛时，
李宗伟得到主场观众的支持，这样的
待遇在国羽的对手中绝无仅有。

在李宗伟的职业生涯中，林丹既
是“一生之敌”，也是一辈子的好朋
友。从2008年到2016年，“林李大战”
是男单赛场的主旋律，“左林右李”的
叫法是对这一情形的概括。平心而
论，作为老将，李宗伟近年来的竞技状
态保持得要比林丹好，如今他无奈退
役，是谁都不愿意接受的结局。就在
李宗伟宣布退役之后，林丹在个人社
交媒体上分享了《朋友别哭》这首歌，
同时写道：独自上场，没人陪我了。“左
林右李”这一次真的在赛场“后会无
期”了。

李宗伟洒泪告别赛场

“左林右李”真的“后会无期”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时
间 6月 13日，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
轮比赛继续进行，东道主法国队发挥
出色，以2∶1战胜挪威队，取得A组开
局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拥有主场
优势，法国女足一改以往“慢热”的习
惯，首轮比赛以4∶0大胜韩国女足，已
经展现出良好的战术水平和精神状
态。这场比赛上半时虽然没有进球，
但法国队犀利的边路突破已经让挪威
队吃不消，如果不是把握机会的能力
欠缺一些，比分可能早就改写。

不过易边再战还不到一分钟，法
国队就在闪击战中进球，边路传中后，
禁区中路的戈万快速插上，推射破门，
为法国队打破僵局。然而 8 分钟后，
法国队球员勒纳尔在回防时却将球推
入自家球门，这一记乌龙球帮助挪威
队扳平比分。乌龙球向来最伤士气，
勒纳尔后来的几次传球失误似乎也证
明了这一点。但法国队还是体现出一
支强队应有的气场，她们牢牢占据场
上主动。而运气也在法国队的一边，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第68分钟，挪威
队球员恩根在解围时踢到法国队球员
托朗的膝盖，主裁判到场边回看录像
后判罚点球，勒佐默主罚命中，帮助法
国队以2∶1取胜。

按照女足各队的实力划分，美国
队和德国队是夺冠热门，现在法国女

足也跻身第一集团。不过，法国队主
教练迪亚克尔一再否认法国女足是夺
冠热门的说法，她说：“不，仍然不是，

这场比赛所遇到的困难之后还会出
现。世界杯是一项非常困难的赛事，
我们需要从细节做起，显然我们还不

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有时候太谦虚
也显得有些假，谁都能看出来，法国女
足的目标就是向冠军发起冲击。

法国女足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还说不是夺冠热门？

这个周末，U20 男足世界杯将产
生冠军。乌克兰队和韩国队已杀入决
赛，双方的决赛将在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凌晨打响。 韩国队则成为继卡塔
尔队和日本队之后，历史上第三支杀
进该项赛事决赛的亚洲球队。

韩国 U20 队一路的表现都很出
色，在小组赛中以2∶1击败阿根廷队，
挤掉葡萄牙队从小组出线。1/8决赛
韩国队与日本队相遇，结果韩国队以
1∶0 险胜晋级。1/4 决赛韩国队对阵
塞内加尔队，韩国队两度落后两度扳
平，在点球大战中，韩国队获胜。半决
赛中韩国队仍然强势，他们以 1∶0 击

败厄瓜多尔队晋级决赛。
与韩国 U20 队相比，中国 U20 队

已经连续缺席 7 届世青赛，上一次中
国 U20队在世青赛的舞台上出战，已
经是 2005 年的事情了。那一届中国
U20 队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他们在
小组赛面对土耳其队、乌克兰队和巴
拿马队，取得3战全胜的成绩，成功杀
入十六强后，遗憾地输给了德国队。
那届 U20 队中的郜林、蒿俊闵、冯潇
霆等球员，现在还是国家队的当打主
力。但在那届世青赛之后，中国足球
的青训一直处于低谷。

今年这支韩国 U20 队涌现出多

名优秀的年轻球员，队内球员均是韩
国足协于2014年开始推行的“金色年
代”计划机制选拔的受益者。除了分
年龄段对整个韩国足球培训体系进行
改造，这套选拔机制中最大的手笔，是
把赛会制的各级学校比赛更改为联赛
制，让年轻球员能参加更多比赛，通过
比赛提高球技。缺少比赛恰恰是中国
青训的痛点，国奥队主教练希丁克多
次提到这个问题。

日本足球的青训水平则一直很稳
定，在刚刚结束的土伦杯半决赛中，日
本 U22 青年队面对同年龄组的墨西
哥队，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扳平，

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在点球大战
中，日本队5罚全中，墨西哥队则罚失
一球，最终日本队以 7∶6 的总比分淘
汰对手，首次进入土伦杯决赛。由于
日本国家队还受邀参加美洲杯，实际
上这次征战土伦杯的年轻球员并不是
日本队的最佳阵容。

中国 U22 队也参加了本届土伦
杯，他们在小组赛首战以 1∶4 不敌爱
尔兰 U21队，在第二场小组赛中他们
以 4∶1击败巴林队，拿到了 12年来在
土伦杯比赛的首胜。但因在小组赛末
轮不敌墨西哥队，中国 U22队小组未
能出线。

对比日韩足球的青春风暴

中国足球还得努力再努力
本报记者 黄 岩

坏消息是，杜兰特的跟腱真的
断了，“好消息”是，手术成功。北
京时间 6 月 13 日，杜兰特对外宣
布：“手术很成功，复出之路正式开
始。”对一名运动员来说，跟腱断裂
称得上职业生涯的致命伤，复出之
路可能会极为漫长，杜兰特的队友
考辛斯就是个例子，从跟腱断裂到
复出比赛，用了 357 天，将近一年
时间。

最关键的是，杜兰特受伤的时
间实在有些尴尬。他与勇士队的
合同还有一年到期，正常情况下，
他可以选择跳出合同，无论是与勇
士队续约，还是转投其他球队，迎
接他的一定是 5 年顶薪合同。现
在就要重新考虑一下了，是跳出合
同，还是执行合同留在勇士队。

留守勇士队，是一种比较稳妥
的选择，既可以安心养伤，又能拿
到 3150 万美元的年薪，虽然可能

比新签订的顶薪合同要少，却已经
很可观了。这其实是一个下策，一
年之后呢？复出的杜兰特功力如
何谁也不敢打保票。但杜兰特毕
竟是杜兰特，如果现在选择跳出合
同，等于把球踢了出去，原本排着
队挥舞支票要和他签约的尼克斯
队、篮网队、湖人队、快船队，现在
都要重新思考一下。

当然，对杜兰特来说，最好的
选择是跳出合同，然后与勇士队签
订一份其他球队无法媲美的顶薪
合同，5年总价值 2.2亿美元，这是
杜兰特目前能拿到的金额最大的
合约。但勇士队同时还要与汤普
森和格林续约，奢侈税是个大问
题。何去何从，NBA 自由转会市
场将于 7 月 1 日开启，留给杜兰特
考虑的时间还剩下半个月，这位目
前 NBA 最强得分手的未来，掌握
在他自己的手中。

杜兰特跟腱断裂
整个NBA跟着疼
本报记者 黄 岩

6月13日，法国队守门员波哈迪（右三）在比赛中扑救。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6月13日，李宗伟在新闻发布会上。

女足世界杯:德国队胜西班牙队

6月13日，在法国瓦朗谢纳举行的2019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B组
小组赛中，德国队以1∶0战胜西班牙队。这是德国队球员比尔（右）与西
班牙队球员帕雷德斯在比赛中拼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