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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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驾驶场地建设

工程；

项目地点：大连市瓦房店

市；

招标规模：建设水泥和沙

石场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

合同估价：约120万元；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7月

16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

网（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刘科长

电话：17616676678

联系人：郁助理

电话：17616665858

中国人民解放军65316部队

2019年7月8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中国人民解放

军31699部队围墙新建工程；

项目地点：抚顺市；

招标规模：新建围墙 3658

延长米；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

年7月16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

网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郝助理

电话：18524136877

座机：024-28836033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99部队

2019年7月10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13004”山上街营区换热站及供暖管网建

设工程补充公告
项目地点：辽宁省丹东市；
招标规模：热力系统建设（供暖面积7.3万平方米），铺

设供暖管网300米；
合同估价：300万元；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7月16日，17时00分。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plap.cn查询。
联系人：邵助理 电话：0415-2350400 17790872927

陈助理 电话：17624250074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65735部队
2019年7月1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行收购的大连华联食品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贷款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人民币元（外币按6.7235汇率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以上 3 户合计债权本金折合人民 311776487.46 元，利息 23591765.60 元，其他债权
5862216.50元。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
接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打包公开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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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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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陈女士、杨先生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83708287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孙女士，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19年7月1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大连华联食品有限公司
等3户企业贷款债权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
名称

大连华联食
品有限公司

大连兴龙包
装制品有限
公司

大连美昌制
靴有限公司

所在地

大连庄河

大连金州

大连甘井子

债权总额（利息
计算截至：2019
年3月10日）

327,577,065.55

12,795,493.42

857,910.59

担保情况

抵押物位于庄河的工
业房产 46,636.76 平
方米，土地85,381.89
平方米，保证人为曲
正光、丛苏红、曲亮。

抵押物位于金州的工
业 房 产 7168.9 平 方
米，土地9300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甘井子区
虹 港 路 的 1 处 住 宅
68.25平方米。

备 注

人民币贷款15
笔；美元贷款
135笔。

人民币贷款。

美元贷款。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与李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遗失声明
▲大连海龙骨科器械有限公司医疗器械注册登记表结构
组成附件丢失，注册号：辽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100210
号，特此声明。
▲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开具的辽宁增值税专
用 发 票 抵 扣 联 、发 票 联 丢 失 ，代 码 2100164160，号 码
03788981，金额9600元，特此声明。
▲兴城市客运毕飞运输户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211481600300132，核准日期2013年05月03日，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刘永斌寻找儿子刘俊宇（1987年11月8日生），见报速联系，13214242050。

封路通告
因黑大线（202线）营盘桥重建施

工需要，拟定于 2019 年 7 月 16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对该路段进行全部

封路施工，途经营盘路段的所有车辆，

请从土高线、沈吉高速、詹白线绕行，

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抚顺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辽宁恒业土木工程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6日

资质注销声明
我单位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综合勘

察院（91210113118115233A）原有工程

勘察资质证书（B221016053 号），因转

企改制需重新核定至转企后成立的国

有独资公司：辽宁省物测勘查院有限

责任公司（91210100MA0XPQEX3E），

先行声明原勘察资质证书注销。

辽宁省地质矿产局综合勘察院

2019年7月16日

债权清单

根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市分公司与李华于 2019 年 7 月 12 日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市分公司将其对债权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
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和费用等）
依法转让给李华。基于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全
部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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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人及其他相关
当事人上述债权已转让的事实。

李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债权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华履行相应合同约
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
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联系人：王女士0411-83703876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李华

2019年7月16日

借款人
名称

大 连 恩 典
伟 业 商 贸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兴银
连 2014 贷 款
字第Z005号

基准日
债权本金

4,945,593.63

基准日
债权利息

489,100.46

基准日债权余额
（本息合计）

5,434,694.09

担保人及担保合同

高若华《最高额保证合同》
兴银连 2014 保证字第 Z011
号；王丽娜《最高额保证合
同》兴银连 2014 保证字第
Z012号；王丽娜、张爱《最高
额抵押合同》兴银连2014抵
押字第Z005号

法律
文书

民 事 调
解 书

（2016）
辽 0202
民 初
7690号

基准日：2017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换帅之后，大连一方队在贝尼特
斯的带领下逐渐走上正轨。接下来
为了提升战斗力，更换外援成为新选
项。7月15日，大连一方官方宣布了
穆谢奎离队消息，穆谢奎将转会加盟
中甲球队杭州绿城队。

大连球迷很喜欢这名津巴布韦
外援，穆谢奎对大连队也有很深的
感情，他发表自己的离别感言说：

“我想感谢所有我共事过的队友和
教练，我也要感谢所有的球迷。我
为能有机会为这支球队踢球而感到
骄傲，虽然以后我不再是这支球队
的一部分，但我会一直感激大连队

给我的爱与支持。”
目前大连一方队外援的现状是，

卡拉斯科和哈姆西克基本在贝尼特
斯的后期计划内，而博阿滕还有待观
察，经过近几场比赛的出色表现，博
阿滕正在为自己努力搏一个名额。
尽管贝尼特斯表示，他还需要对现有
外援进行观察和评估，但引进一名锋
线球员应该是接下来的选择。有消
息说，贝尼特斯希望为大连队引进在
纽卡斯尔联队和他合作过的委内瑞
拉前锋隆东，后者在上赛季打入 12
球，送出7次助攻，数据不俗，是大连
队急需的中锋类型。

大连一方送走穆谢奎等待新外援
本报记者 黄 岩

时隔7轮之后，辽宁沈阳宏运队终
于迎来一场久违的胜利，虽然不是十分
解渴，但到手的3分还是让球队看到了
坚持和不放弃的力量，毕竟现在排名上
升了一位，看到了不用打中甲中乙附加
赛而直接保级的希望。主教练臧海利
表示：“队员们一直都在拼。”

赢球带来的最大利好是，球队的
自信心大大增强，士气也旺盛起来。
桑一非在主场战胜南通支云队这场比
赛中一传一射，体现了队长的责任和
担当。

桑一非表示：“辽宁队目前的形势
很困难，我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在比
赛中迸发出更强的战斗力，以此取得好
成绩。队长的定义就是以身作则，多干
活多出力，起积极带头作用！”

外援穆伦加也开始打开进球账
户，最近几场比赛，他的进球都非常关
键。现在辽宁队正是用人之际，对于
辽足在这个转会窗口租借来的广州恒
大球员王军辉，臧海利给予很高的评
价，“我们对他的能力非常认可，但他
上半年没有进行系统训练和比赛，状
态需要一场一场找回。”

现在看到辽足心没散拼劲足，一
方面是欣慰，另一方面是唏嘘。且不
说辽足过去的辉煌，仅仅 8 年之前，辽
足还获得过中超联赛的季军，而现在
球队在中甲都站不太稳。好在，球队
仍然能做到放手一搏。接下来，辽足
将要面对首回合在主场 0∶3 惨败的陕
西队，本周末客场作战，辽足能拿一分
就是胜利！

想保级 辽宁队还要继续追分
本报记者 黄 岩

4 小时 55 分钟的拉锯战、3
次抢七大战、决胜盘战至 12∶2
触发温网新规长盘决胜……北
京时间 7 月 15 日凌晨，2019 年
温网的压轴大戏——男单决赛
打出了一场史诗级的对决，德约
科维奇以3∶2击败费德勒，夺得
个人第五个温网冠军，同时也是
他职业生涯的第16个大满贯单
打冠军。

平心而论，费德勒的表现已
经非常出色。当决胜盘进入长
盘之后，费德勒在第 15 局率先
破发，并且在发球胜赛局一度拿
到两个连续的冠军点。如果对
手换成别人，费德勒的个人第
21 座大满贯奖杯可能已经到
手，但很可惜，他的对手是无比
坚韧的德约科维奇。

有意思的是，德约科维奇在
温网赛场上一直不是受观众支
持的那个人。之前在半决赛输
掉第二盘后，受够了现场观众起
哄式喝彩的小德甚至向看台鼓
掌。面对籍籍无名的西班牙人
阿古特尚且如此，当站在他面前
的是温网宠儿费德勒时，德约科
维奇的压力可想而知。“比赛之

前，我和自己说，无论现场球迷
怎样，我始终都要保持冷静。比
赛的局面，我已经料想到了。”赛
后接受采访时，德约科维奇平静
地说道。

平静，这是德约科维奇在这
场决赛中给人最大的印象。即
便在出现失误时，他也很少有
表情变化。当决胜盘抢七最后
一个球，费德勒回球直接飞向
天空时，德约科维奇竟然没有
做出任何的庆祝动作，如果不
是看到他微笑着走到网前和费
德勒拥抱致意，人们在一瞬间
会产生错觉，仿佛那不是决定
德约科维奇第五次登上温网冠
军的最后一分。

表面上的平静，不代表内心
就毫无波澜。捧起挑战者杯之
后，德约科维奇承认，当听到全
场在喊费德勒的名字时，自己能
做的就是选择忽略。小德还开
玩笑说，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诺
瓦克”和费德勒的名字“罗杰”发
音差不多，所以就当全场观众在
喊自己的名字了。这话虽然听
起来有些心酸，但不难读出小德
内心的强大。

温网决赛上演经典对决
小德用强大的内心赢得冠军
本报记者 李 翔

只差一步，确切地说，是差了两
个冠军点，费德勒就可以获得自己的
第九个温网冠军，同时将自己大满贯
奖杯数改写为21个。但在顽强的德
约科维奇面前，费德勒终究还是与冠
军擦肩而过。竞技比赛固然有输有
赢，但对这场耗时4小时55分钟的史
诗级对决来说，没有谁是失败者。

在职业生涯与德约科维奇的第
48 场对决中，费德勒的表现不可谓
不出色：他的发球自始至终表现强
势，全场狂轰25记ACE球，让小德直
到第四盘才得到第一次破发机会；他
在制胜分统计上以94∶54遥遥领先，
精准的网前截击让小德也禁不住为
他鼓掌；更重要的是，费德勒已经最
大限度地保持耐心与德约科维奇进
行多拍相持，全场的非受迫性失误控
制在 61次，只比小德多了 9次，对于
即将年满 38 岁的费德勒来说，已经
无法要求太多。

但费德勒终究还是输了，在他最
擅长的草地，在全场观众一边倒的助

威声中，他尽管把比赛拖入了决胜
盘，最终还是2∶3惜败。这也能够看
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费德勒的专注
度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一场比赛
输掉三次抢七，与其说是运气使然，
不如说在关键分的处理上，现在的费
德勒确实不如德约科维奇。

但是，人们仍然为费德勒感到遗
憾，因为这是他获得第 21 座大满贯
奖杯最好的，也有可能是最后的机
会。2018 年的澳网，费德勒将个人
职业生涯大满贯冠军数改写为 20。
可此后的6次大满贯，纳达尔和德约
科维奇轮流坐庄，而且现在来看，纳
达尔对红土场的统治地位无可动摇，
德约科维奇在硬地场拥有最强的竞
争力，所以在澳网、美网和法网，费德
勒虽然还是可以杀入四强甚至决赛，
但想要夺冠却难上加难。这样一来，
费德勒的突破口其实只有温网。本
届温网，费德勒的表现已经非常精
彩，却还是不足以战胜小德，这一点
确实非常令人沮丧。

“费天王”也不是输家
本报记者 李 翔

7 月 15 日，在 2019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德约科维
奇以3∶2战胜瑞士选手费德勒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桑一非在上场比赛中一传一射，表现出很好的状态。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北京
时间7月15日，第三十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落
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 22金 13银 8
铜，位列金牌榜第三位。

此次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中国代表团在优势项目上延续了一
直以来的统治级别表现。在乒乓球
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包揽 7 个项目
的所有金牌，此外还将 5 枚银牌和 3

枚铜牌收入囊中。在跳水项目中，
中国代表团拿到了总共 15 个项目
中的 11 枚金牌和 4 枚银牌。由于明
年就是东京奥运会，日本代表团把
这次大赛当作难得的练兵机会，很
多队伍派出的都是一线队员。在如
此激烈的竞争中，中国代表团获得
金牌榜第三的成绩实属难得。2021
年，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
动会将由成都举办。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落幕
中国代表团优势项目继续领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