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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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沈阳鑫厦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进行处
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债权资产情况：截至2019年5月31日，债权总额27409550.94元，其中债权本金26683144.04元，表内利

息0元，孳生息726406.90元。

▲大连金海岸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正本丢失，编号 C5114021028306，声明

作废。

▲大连金海岸电气工程有限公司建筑业企业资

质证副本丢失，编号 C5114021028306，声明作

废。

▲辽宁省卫生与人口信息中心在中国建设银行沈

阳 宜 春 支 行 开 立 的 基 本 存 款 账 户（账 号

21001387501052500510）开户许可证丢失，声明

作废。

▲辽宁省卫生与人口信息中心在中国建设银行沈

阳宜春支行开立的零余额专用存款账户（账号

21001387501058020202）开户许可证丢失，声明

作废。

▲ 辽 宁 五 液 神 酿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的 财 务 章

2101020205367丢失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沈阳太平永贞车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112313116100Q），拟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15万元整减少至 90万元整。请
各债权人、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来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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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
注册资本，特此公告。

联系人：许吉芳 联系电话：13840095513
地址：沈阳市浑南新区富民南街11号-1号A座07、08号

2019年6月17日

债务人

沈阳鑫厦房屋开发
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

26,683,144.04

表内利息

0

孳生息

726,406.90

债权总额

27,409,550.94

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风险提示：
本次拟处置标的为债权资产，并非已抵押的实物资产。实物资产的实现，由债权买受人自行负责，债权

交割以现状为准。
本交易项下的不良资产将按其现状出售，本公司不对资产的状况做任何声明或保证。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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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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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2019年6月28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温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5858-405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邹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4760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19年6月28日
债权详细信息，请投资者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6月17日

单位：人民币元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研究决定，辽宁汤河供水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0007017963201），拟将公司投资总额由10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0万元
人民币，注册资本由10000万元人民币减少至1000万元人民币。请各债权人、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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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注册资本，特此公告。

联系人：赵思赢 联系电话：0419-4161027
公司地址：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中心路9号

2019年6月17日

粤港澳大湾区重心置业
珠海宜居宜业，优质住房外地可买,仅30万元首

期！看房专车接送。详询15811678999吕经理。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安排，对通武线（原国道京哈线）实施黑
色路面中修工程，为保证工程顺利实施及安全施工，需要对通武线（原国道京哈
线）K453+235至K460+892路段进行半幅封闭。封闭时间：2019年6月20日至
2019年9月20日，请一切过往车辆和行人按现场交通标志通行。

北镇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北镇市交通服务中心
2019年6月15日

封路通告

虽然这一交易确实惊人，但是仔
细一想，“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早
已是湖人队的“猎物”。戴维斯投靠
詹姆斯的消息传了大半个赛季，之所
以没有达成，只不过缺少交换筹码而
已。现在不同了，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湖人队终于以“六换一”，用3名球
员加上未来几年的 3个首轮签，得到
了这位超级巨星。

鹈鹕队放行“浓眉哥”，一是因为
后者铁心要走，强扭的瓜不甜。一旦
惹怒了安东尼·戴维斯，明年夏天以
完全自由球员身份离开，到时候鸡飞
蛋打，鹈鹕队实在太亏。二是鹈鹕队

获得今年选秀大会的“状元签”，湖人
队还提供了一个“四号签”，状元锡安
加上另外一名潜力球员，可以说鹈鹕
队“赢在未来”。

尽管湖人队失去了 3 年的首轮
签，但他们得到的是 NBA 顶级前锋

“浓眉哥”，詹姆斯即将年满 35岁，他
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待未来，要的就
是现在。下个赛季，恰恰是最好的
时机。刚刚结束的 NBA 总决赛上，
勇士队没有成功卫冕，杜兰特和汤
普森遭遇重伤，意味着勇士队失去
下赛季争夺冠军的能力。休斯敦火
箭队也是一团乱麻，这个赛季他们

没能迈过勇士队这道坎，对当前的
阵容已经失去信心，等待他们的是
全面重建；再看西部其他豪强，开拓
者队、掘金队、爵士队虽然也在觊觎
西部王座，但他们显然还不具备王
者风范。东部方面，莱昂纳德是否
留在猛龙队还没有定数，“字母哥”
阿德托昆博下赛季可能会更强，但
雄鹿队的阵容可能不如这个赛季完
整，至于凯尔特人队和 76人队，人才
济济不假，却并非不能战而胜之。

勇士队的倒下，留出一个空窗
期，多支球队有望获得下赛季的总冠
军，湖人队希望最大。得到“浓眉哥”

后，湖人队下赛季的夺冠赔率蹿升，
已经力压勇士队、雄鹿队和猛龙队。
但实际上，湖人队仅向下赛季夺冠迈
出第一步，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且不说送出首轮签是牺牲未来，
送出英格拉姆和鲍尔这两名球员，湖
人队的板凳深度受损，比赛毕竟不是
靠詹姆斯和戴维斯两个人来打的，而
且他们一个伤病渐多，一个是“易碎”
体质，刚刚结束的总决赛证明，仅有
超级巨星还不够，“一个好汉三个帮”
才是硬道理，这意味着湖人队须用剩
余的资金空间尽可能地招兵买马，打
造一套坚韧的阵容是重中之重。

“浓眉哥”投靠“小皇帝”

“湖人是冠军”不再是一句口号？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巴西队轻描淡写地以3∶0取得
美洲杯开门红之后，另一支南美传统
豪门阿根廷队首战却碰了壁。北京
时间6月16日，在美洲杯B组首轮较
量中，阿根廷队以 0∶2不敌哥伦比亚
队，小组出线前景蒙上一层阴影。梅
西期盼的首个成年国家队大赛冠军，
仍然显得非常遥远。

阿根廷队失利并非不可理解，自
2018 年世界杯 1/8 决赛不敌法国队
之后，阿根廷队进入新一轮世界杯周
期，斯卡罗尼接管国家队，一些老将
纷纷退出，仅剩下阿圭罗、迪马利亚
等人，梅西也离开国家队，在今年3月
才回归。现在的“潘帕斯雄鹰”是一
支“平民化”球队，只剩豪门的空壳。
以这支阿根廷队的实力，显然无望染
指世界杯，此番面对战术纪律严明的
哥伦比亚队，也感到极为头疼。

不管愿不愿意承认，现在的阿根
廷队越来越依赖梅西，这是不争的事
实。对手只要全力限制住梅西，阿根
廷队想要赢球就会非常艰难。正是
看准这一点，哥伦比亚队开场后频频
利用犯规打乱阿根廷队的比赛节奏，
梅西更是他们重点照顾的对象。第
60分钟时，夸德拉多被梅西连续晃过
之后恼羞成怒，像伐树一样把梅西踢
倒，险些引发双方冲突。这一幕，只
是整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在哥伦比
亚队强硬甚至有些粗野的防守面前，
梅西无计可施。

“场地条件对我们造成了影响。

我并不是在找借口，场地真的非常
糟糕。输球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开
局，但我们必须抬起头。这场失利
让我们感到难过，对于一项杯赛来
说，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赛后接

受采访时，梅西的话语中多少有些
沮丧。

这一点很好理解，C罗在国家队
已经拿到两个大赛冠军，而梅西的
成年国家队首冠却还不见踪影。在

世界杯冠军遥不可及的情况下，美
洲杯是梅西率领国家队夺冠的最好
机会。但从阿根廷队此役上半时只
有一次射门的表现来看，梅西想要
在本届美洲杯圆梦，难度相当大。

无望染指世界杯
梅西想拿美洲杯冠军也很难

本报记者 李 翔

上周末比赛当天，卡拉斯科才
返回大连。大连一方队此时远在河
北廊坊，在中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中
以0∶1败给了拉维奇回归的华夏幸
福队。用人之际却不能上场，让大
连一方队外援卡拉斯科的问题暴露
给外界。作为球队唯一的攻击点，
卡拉斯科不可或缺，但对他来说，

“身在曹营心在汉”久矣，他曾经不
止一次地表达重返欧洲赛场的愿
望。大连一方队当然不能放，一是
双方有合同在身，二是保级需要，走
也得等到这个赛季结束。

同样是入选各自国家队参加欧
洲杯预选赛，哈姆西克提前回来与
大连一方队汇合，卡拉斯科却失联
好几天，好不容易得知其行程，他对
外宣称未能及时归队是因为“航班
延误”。卡拉斯科是那种擅长自己
带球、突破、射门，一个人能解决战
斗的球员，前场没有这个“爆点”，大
连一方队在与华夏幸福队的比赛中
全场8次射门仅1次射正，几乎没有
制造出威胁。另外两名外援哈姆西
克、穆谢奎之间的配合总是不合拍，

当穆谢奎被红牌罚下后，大连一方
队想要翻盘的希望化为泡影。

反观华夏幸福队，伤愈归来的
拉维奇上场就进球，球队最近 3 轮
比赛收获 7 分，显示出很强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其实拉维奇并不在最
佳状态，他在比赛中处理球时失误
较多，传球成功率仅有64%，并且在
防守端的表现并不给力。

对于回归后的场上表现，拉维
奇自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踢比
赛了，球队困难的时候不能出场，让
我非常着急，我还没有恢复到百分
之百的状态，但能够出场并取得进
球，还是非常开心的。”拉维奇更大
的作用在于他对比赛的投入和给队
友的鼓励，氛围对以保级为目标的
球队来说更重要。

卡拉斯科的确是大连一方队保
级路上的重要砝码，本赛季至今，卡
拉斯科在中超联赛出场10次，打进
7球，有两次助攻，大连一方队接下
来肯定还是要靠他攻城拔寨。问题
是卡拉斯科虽然已经归队，就怕他
的心思还处于“失联”状态。

就怕卡拉斯科的心思继续“失联”
本报记者 黄 岩

6 月 15 日，2019 赛季中乙联赛
第 15 轮全部结束。沈阳城市队在
上半时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未能守住
胜果，主场以1∶1战平青岛中能队，
本赛季主场全胜的记录戛然而止。
不过由于前三名球队非平即负，沈
阳城市队并未因为这场平局拉大与
榜首球队的距离。

沈阳城市队在本场比赛的开局
阶段占据上风，利用一次任意球机
会，贾晓琛踢出的任意球划出一道
漂亮的弧线，飞入青岛中能队球门，
沈阳城市队取得领先。

随后沈阳城市队主力前锋权恒
在头球攻门时被对方门将撞伤膝
盖，被替换下场。这个被动换人打
乱了沈阳城市队的战术部署，在比
赛中很难再组织像样的进攻。下半
场，沈阳城市队造越位失误，被青岛
中能队扳平比分，1∶1 的比分保持
到终场。

就比赛结果而言，沈阳城市队
完全可以接受。应该说，6 年前还

在征战中超联赛的青岛中能队实力
非常强劲。青岛中能队未在规定时
间执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的处罚
决定，导致球队新赛季以-6 分开
局，否则该队也是冲甲的热门球
队。即便如此，青岛中能队本赛季
在面对目前北区前四名的球队时仍
保持不败，显示出极强的韧劲。在
赛后接受采访时，沈阳城市队主教
练于明坦言：“青岛队是一支强队，
上赛季主客场均击败了我们，这场
平局是可以接受的，我对队员的拼
劲非常满意。”

本轮比赛，积分榜首的泰州远
大队以 2∶2 战平第三名河北精英
队，排在第二位的淄博蹴鞠队主场
以 0∶1 负于宁夏火凤凰队，这本是
沈阳城市队迎头赶上的良机，可惜
没有把握住。于明对此也颇有些惋
惜：“权恒下场之后，我们在前场失
去一个可以控球的支点，球队的进
攻比较乱。如果没有这个意外，我
们是有机会获胜的。”

伤病打乱计划

沈阳城市队错失追分良机
本报记者 李 翔

旁观美洲杯（一）

6月16日，在日本札幌举行的2019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
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许昕以4∶1战胜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获得冠军。这
是许昕在比赛中回球。

日本公开赛：许昕男单夺冠

6月16日，阿根廷队球员梅西（左）与哥伦比亚队球员乌里韦在比赛中拼抢。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正像
辽宁沈阳宏运队主教练臧海利说的
那样，“这场比赛对辽宁队来说非常
艰难，首先，闷热的天气是很大的挑
战，第二，球队有不同程度的伤病，张
振强、孙兆靓和吕伟等队员缺席这场
比赛。”好在，放手一搏的辽宁队拒绝
崩盘，6月16日进行的中甲联赛第13
轮比赛，辽宁队客场 1∶1战平广东华
南虎队（原为梅县铁汉队），在保级路
上取得宝贵的1分。

这场比赛，辽宁队顶住压力率先
抓住机会。第10分钟，桑一非突破对
方防线，在小禁区右侧横传门前，穆
伦加推射破门，辽宁队一球领先。但
主场作战的广东华南虎队攻击力更
强，第 17分钟，阿洛伊希奥突破造成
辽宁队球员熊飞手球，艾伦主罚点球
却罚丢，第 24分钟，罚丢点球的艾伦
送出精准直传球，卜鑫单刀破门，双
方战成1∶1，并保持到终场。

辽足今年的阵容以年轻球员为

主，目标就是保级，经过近半个赛季
的锤炼，年轻队员有提高，但提高的
幅度有限，这也导致球队成绩起伏不
定，甚至总的来看在缓慢下滑。这实
际上是实力的反映，辽足只有咬牙硬
拼。臧海利在赛前表示：“广东华南
虎队是一支实力非常强的球队，傅博
指导接手球队后，球队的技战术打法
发生很大改变，整体实力更强了。对
我们来说，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我们
一定会全力以赴。”

对辽足来说，这个客场能拿分已
经是胜利。臧海利赛后说：“这场比
赛对手创造出比我们更多的得分机
会，比赛中我们还是处于劣势。在客
场拿到 1 分可以说很幸运，这 1 分对
我们保级非常重要。”下轮比赛，辽足
继续客场作战，对手是同样处于梅州
市的球队梅州客家队，对手排名更
高，实力更强。为了减少球队奔波，
本场比赛结束后，球队不会返回沈
阳，将在广东继续备战。

辽足收获平局 这1分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