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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因通武线马场大桥（K689+938）维修加固施工需要，将

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 K689+850-K690+

500区间进行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指示牌绕

行石梨线，确保行车安全。

特此通告。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业保障中心

建昌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7月17日

封路通告
开原市京抚线（原京哈线）小湾屯

桥（K864+505）桥梁全长 10 米，全宽 13
米。于 2019 年 7 月 14 日在车辆重载作
用下桥板断裂为5类险桥。按照行业和
上级部门要求，为确保公路畅通，需对
京抚线K857+780-K865+150进行全幅
封闭，过往车辆请绕行，给您行车带来
的不便请谅解。

开原至昌图方向：
1.京哈高速
2.开奈线（原彰桓线）→昌法线
昌图至开原方向：
1.京哈高速
2.昌法线→开奈线

开原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开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7月17日

遗失声明
▲中沧消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辽)JZ安许证字[2019]013247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大连华祥建设有限公司(辽)JZ安许证字[2019]013271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大连栢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辽)JZ安许证字[2019]013246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封路通告
根据辽宁省 2019 年公路大中修改

造计划，我局所辖国道饶盖线西丰—西

清界（K1124+000-K1224+905）段，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至 9 月 15 日进行公路

大中修改造，届时将实行全幅封闭施

工，望过往车辆行人绕行，注意交通安

全，擅自进入发生一切后果自负，给过

往车辆行人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西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西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7月17日

封路通告
根据辽宁省 2019 年公路大中修改

造计划，我局所辖省道平桓线肇兴—西

清界（K60+300-K83+000）段，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至 9 月 15 日进行公路大中

修改造，届时将在早 5 点至晚 6 点实行

全幅封闭施工，望过往车辆行人绕行，

注意交通安全，擅自进入发生一切后果

自负，给过往车辆行人带来不便，敬请

谅解。

特此通告

西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西丰县交通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7月17日

吸收合并公告
经辽宁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路桥”）股

东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铁投”）决定：
中建铁投吸收合并辽宁路桥并作为存续方，工商注销辽宁路桥。
吸收合并后中建铁投注册资本金为167300万元人民币。

吸收合并后，辽宁路桥的全部债权、债务由中建铁投承
继。辽宁路桥的各债权人可自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辽宁路桥提出清偿债务或者债务担保的请求，未在规定期限
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联系人：穆天慧 联系电话：13840027112
中建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8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沈阳东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辽宁省分行收购的沈阳东宇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 3643.46万元，其中本金 1010.85万元，利息 2632.61万元（截至 2019年 5
月31日）。贷款方式为保证，保证人为沈阳东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该项目已胜诉并进入执行阶段，有查封财
产，具有一定投资价值。欲了解债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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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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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真：024-3188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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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

7 月 17 日，刚刚和费城 76 人队
签了一份大合同的球星西蒙斯正式
发表声明，宣布他不会代表澳大利亚
男篮参加今年夏天在中国举办的男
篮世界杯。现年 22 岁的西蒙斯是
2016年NBA的“状元秀”，也是76人
队近几个赛季复兴的核心球员之
一。西蒙斯曾当选过最佳新秀，上赛
季他场均16.9分、8.8个篮板和7.7次
助攻，入选了全明星阵容。

2019 男篮世界杯将在中国举
行，时间是8月31日至9月15日。尽
管西蒙斯早早入选澳大利亚队，他早
先也曾表示会参加男篮世界杯，但是
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这个决定非
常艰难，但我和我的团队仔细讨论了
一下，还是觉得应该尽早回到费城，
和球队一起训练，备战新的赛季。”西
蒙斯说。

虽然缺少了西蒙斯，但澳大利亚
队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这支球队的
整体竞争力并不会削弱太多。2016
年里约奥运会，他们在缺少西蒙斯的
情况下也就输给美国男篮10分而已。

宣布退出的还有美国男篮球星
“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据悉，“浓
眉哥”之所以退出国家队训练营，也
是因为刚刚交易到湖人队，希望能更
好备战新的NBA赛季。

“浓眉哥”的缺席让美国队内线
实力受损不少，美国队想要在今夏
的世界杯上再度轻松夺冠，似乎不
再容易。在今夏男篮世界杯的宣传
短片中，世界杯全球形象大使科比
在谈到美国男篮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道：“美国，别以为你们已经稳了！”
不过，悬念的产生也是大家希望看
到的事情。当 2019 年男篮世界杯
票务系统开启后，中国队的 3 场小
组赛以及美国队的 3 场小组赛，成
了最快售罄的场次。中国男篮首场
比赛将于 8 月 31 日 20 时在五棵松
体育馆进行，对手是科特迪瓦队，随
后将分别对阵波兰队和委内瑞拉
队；美国男篮的首场比赛将于 9 月 1
日 20 时 30 分在上海举行，对手是捷
克队，随后将分别对阵土耳其队、日
本队。

大牌明星缺席

男篮世界杯竞争依旧激烈
本报记者 黄 岩

国足冲击世界杯之旅再度启
航。17 日下午，2022 年卡塔尔世界
杯亚洲区 40 强赛抽签结果揭晓，以
一档球队参加抽签的中国男足与叙
利亚队、菲律宾队、马尔代夫队、关
岛队分在 A 组，应该说还算是一个
好签，但无论签位如何，国足都需要
一场一场拼下胜利。根据赛程安
排，40 强赛共有 10 轮比赛，每支球
队都与本组对手进行两回合循环
比赛，每支球队在 40 强赛中需要参
加 8 场比赛，另有两轮轮空。中国
男足将在 9 月 5 日的第一轮比赛中
轮空，9 月 10 日首战客场对阵马尔
代夫队。

此前，中国男足进行了相当长时
间的“种子队保卫运动”。今年1月，
中国队在亚洲杯中打进8强，总算巩
固了自己在亚洲区的排名。之后，
国足临时调整了 6 月份热身赛的对
手，将原来受邀的澳大利亚队和朝
鲜队，换成了菲律宾队和塔吉克斯
坦队。在重新回归国足的里皮率领
下，中国队在6月6日和11日两场比
赛中全部获胜，一举锁定了亚洲第八
的位置。

至此在 40 强赛抽签中，国足与

伊朗队、日本队、韩国队、澳大利亚
队、卡塔尔队、阿联酋队和沙特阿拉
伯队 7 支强队并列为种子队。参加
40强赛的队伍分成8个小组，每个小
组有 5 支球队，8 个小组的头名球队
以及 4 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名将
出线晋级12强赛。

中国队所在这一小组中，只有在
世预赛中交过手的叙利亚队实力相
对较强，在 2018 年世界杯 12 强赛期
间，中国队两战叙利亚队仅取得1平
1负的战绩。这次对阵叙利亚队，需
吸取当初 12 强赛的经验与教训。
对另外 3 支球队，国足历史战绩保
持全胜。试想一下，如果中国队以
种子队的身份进入了 C 组或者 G
组，还会像现在这样觉得轻松吗？
显然不是。在历史上，国足有过 40
强赛无法出线的经历，也有抽中好
签但踢不好比赛的经历，别忘了，上
届世预赛 40 强赛中国队与卡塔尔
队、马尔代夫队、不丹队和中国香港
队同组，结果中国队差点“掉链子”，
最终好不容易才搭上了 12 强赛的
末班车。所以说，好签固然重要，但
是无论如何国足都需要重视所有的
对手，一场一场比赛去拿下胜利。

40强赛抽签结果揭晓

国足又遇叙利亚可别再翻车
本报记者 黄 岩

2019年9月5日 第1轮：中国作为种子队轮空。

2019年9月10日 第2轮：马尔代夫vs中国男足

2019年10月10日 第3轮：中国男足vs关岛

2019年10月15日 第4轮：菲律宾vs中国男足

2019年11月14日 第5轮：叙利亚vs中国男足

2019年11月19日 第6轮：中国作为种子队轮空。

2020年3月26日 第7轮：中国男足vs马尔代夫

2020年3月31日 第8轮：关岛vs中国男足

2020年6月4日 第9轮：中国男足vs菲律宾

2020年6月9日 第10轮：中国男足vs叙利亚

作为辽宁男篮今年夏天最重要
的热身赛之一，2019 年 CBA 环渤海
夏季联赛于7月18日晚正式打响，辽
篮首战的对手是东道主青岛队。17
日，辽宁男篮在主教练郭士强的带领
下启程前往青岛。相对于成绩来说，
考察年轻球员，选拔新生力量进入一
队，才是辽篮参加本次夏季联赛的主
要任务。

去年夏天，环渤海夏季联赛的首
次举办就获得了很大成功，这也促使
2019年该项赛事扩大规模，虽然参赛

球队仍然是4支，但共设青岛和天津
两站比赛，比赛场次得到增加。由于
4支球队的外援或尚未确定，或还没
有和球队会合，因此本次环渤海夏季
联赛各队都是本土球员出战。

和去年一样，今年环渤海夏季联
赛仍然会是辽篮年轻球员的舞台。
在报名名单中，辽篮阵中拥有 10 名
年轻队员，包括出生于 1999 年的王
化东、周俊成和刘雁宇，以及刘清政
和俞泽辰这样的00后球员。对于大
多数辽宁球迷来说，这些名字也是比

较陌生的，本次环渤海夏季联赛对他
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展示机会。
除此之外，郭艾伦和赵继伟正在随中
国男篮备战斯坦科维奇杯，不会出现
在本次比赛的辽篮阵容中。

在这些年轻球员中，身高2.13米
的刘雁宇非常引人关注。作为一名
身材高大的潜力内线，刘雁宇被外界
寄予厚望，但在之前与美国加州淘金
者队的两场热身赛中，刘雁宇因为伤
病没能出场，未免让人有些遗憾。本
次夏季联赛，球队为刘雁宇报了名，

如果能够出场，将会是他在辽篮一线
队中的首次亮相。

在辽篮名单中，另一个焦点是
韩德君。自从 3 月手掌骨折以来，
韩德君远离赛场已经超过 4 个月。
此前辽篮的两场热身赛，韩德君都
出现在球队的替补席上，手上也早
已不再缠着绷带，但是在赛前训练
时，韩德君并未参与，只是偶尔为队
友捡捡球。这次青岛站比赛，韩德
君能不能复出，也将是本次赛事的
一大看点。

辽篮出战夏季联赛考察新生力量

10名年轻球员向一队阵容发起冲击
本报记者 李 翔

结束了 NBA 夏季联赛后，中国
男篮已于 18 日飞回国内，接下来备
战将于 23 日开幕的斯坦科维奇杯。
在斯坦科维奇杯和随后的两场热身
赛后，中国男篮的大名单或将进一步
缩减。

启程回国之前，主教练李楠在个
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中国男篮的合
影，并配文称：“夏季联赛结束顺利回
国！做好总结，备战下阶段的比赛任
务。准备向深圳出发！”在本次NBA
夏季联赛中，中国男篮最终取得了1
胜 4 负的战绩，虽然成绩一般，但队
员敢打敢拼，尤其是在以84∶80战胜
黄蜂队的比赛中，多名队员表现出了
较好的竞技状态，球队锻炼队伍、考
察球员的参赛目标得到了实现。

由于世界杯大名单只有12个名
额，这就意味着在经过第一批“裁员”

之后，接下来中国男篮仍然需要进一
步精简阵容。目前来看，锋线上可兰
白克和陈林坚留队希望不大，后卫线
的竞争基本也初见眉目。通过这一
系列热身赛的表现，方硕很好地发挥
出自己关键时刻投射能力强的优势，
而吴前和孙铭徽都没有表现出自己
的特点。而且考虑到本次男篮世界
杯中国男篮小组赛将在北京进行，方
硕入选大名单应该合情合理。

和以往相比，今年斯坦科维奇杯
赛程明显被压缩。根据赛程，中国男
篮将于 23 日 16 时迎战突尼斯男篮，
这也是斯坦科维奇杯的揭幕战，19时
30分克罗地亚男篮对阵拉脱维亚男
篮，24日将进行胜者组以及负者组的
排名赛。接下来，中国男篮还会于26
日和28日，分别在浙江慈溪和陕西西
安与喀麦隆男篮进行两场热身赛。

备战斯坦科维奇杯

中国男篮阵容有望进一步“瘦身”
本报记者 李 翔

7月17日，在韩国丽水举行的2019游泳世锦赛女子5公里公开水域游泳
决赛中，巴西选手玛塞拉·库尼亚以57分56秒00的成绩夺冠。图为中国选手
闫思宇（上）在比赛中。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公开水域游泳女子5公里比拼

中国男足40强赛赛程

40强赛分组

A组 中国 叙利亚 菲律宾 马尔代夫 关岛

B组 澳大利亚 约旦 中国台北 科威特 尼泊尔

C组 伊朗 伊拉克 巴林 中国香港 柬埔寨

D组 沙特 乌兹别克斯坦 巴勒斯坦 也门 新加坡

E组 卡塔尔 阿曼 印度 阿富汗 孟加拉国

F组 日本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缅甸 蒙古

G组 阿联酋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尼

H组 韩国 黎巴嫩 朝鲜 土库曼斯坦 斯里兰卡

左图：7 月 17 日，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第二阶段分组抽签仪式在位于马来西亚吉
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

右图：澳大利亚前国脚蒂姆·卡希尔抽出了
中国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