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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兴热电工程有限公司电力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正本遗

失 ，许 可 证 书 编 号 ：2- 1- 02294-

2013，特此声明。

▲大连海兴热电工程有限公司电力

承装（修、试）电力设施许可证副本遗

失 ，许 可 证 书 编 号 ：2- 1- 02294-

2013，特此声明。

▲辽宁金帝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编码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辽宁金帝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编码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辽宁金帝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无编码法人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65529 部队营区零星

改造工程
项目地点：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
招标规模：1.暖气管线更新改造工

程（5栋），预计投资158.5万元。2. 车场
（14149平方米）及综合楼（1523平方米）
改造，预计投资95万元。3. 彩钢房顶整
修工程（约20栋，17501平方米），预计投
资91万元。4. 锅炉房整修工程（614平
方米），预计投资48万元。5. 机库防水
工程（15975平方米），预计投资4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8月26
日18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或
下载军队采购网APP查询。

联系人：杨 宇 15241991816
65529部队

2019年8月20日

封路通告
国道 G506 集本线河东桥（K222+

780）危桥重建，无法通行，自 2019年 8

月19日至2019年9月30日，对集本线

河东桥(K222+780)采用全幅封闭交通

施工，请过往车辆及行人从河小线、小

东沟组路绕行。

特此通告。

本溪满族自治县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8月19日

公 告
徐志超先生：

因你长期旷工，严重违反集团的

工作纪律，在2019年8月12日，集团已

向你邮寄解聘通知书，被你拒收。请

你于本公告发布起 15 个工作日内到

集团办理解除手续，逾期不来办理，集

团将自行办理解除手续。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
2019年8月22日

封路通告
因朝阳市辖区京沈线蝴蝶沟桥危

桥重建工程（中心桩号K482+801），需
要 对 京 沈 线 K482 + 768.3 至 K482 +
833.7 进行全幅封闭交通，封闭时间：
2019年8月10日至2019年10月31日。

施工路段全幅封闭。由沈阳、朝
阳市区方向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请绕
行丹锡高速G16（西大营子高速口）、长
深高速G25（杨树湾高速口）。由北京
方向去往沈阳、朝阳市区方向的车辆
请绕行长深高速G25（杨树湾高速口）、
丹锡高速G16（西大营子高速口）。附
近近途小型车辆绕行村内便道。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朝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封路通告
由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受台风利

奇马影响我县遭受强降雨袭击致使奈
石线 K98 公里+730 米—K98 公里+
770 米处道路冲毁，我单位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起，在奈石线（原稍石线）抢
修工程需全幅封闭施工，为保证工程
顺利实施及交通安全，施工期间请广
大市民和司机绕行，敬请谅解。

封闭期限：2019 年 8 月 16 日—
2019年10月31日

绕行路线说明：

义县奈石线：冉家窝堡 北

镇市 马太堡 岔路沟

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义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8月2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拟对营口纵翼实业有限公司1户债权进行处置，本次
拟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营口纵翼实业有限公司，截至2019年8月20日，
债权本金 4120021.67 元，利息 3946548.07 元，垫付诉
讼费用 49861.00 元，债权总额 8116430.74 元，担保方
式为保证担保。营口诚信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耿文
峰、任一英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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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户，债权拍卖、要约邀请竞价、交易
所挂牌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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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
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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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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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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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营口纵翼实业有限公司1户债权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通知书
康宇、康静、郑云峰、赵国斌、大连翰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沈阳巨华
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

根据彭婕与大连沙河口汇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大
连甘井子汇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大连沙
河口汇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 02
民终5874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书为（2014）甘民初字第3417
号〕与（2017）辽 02 民终 6193 号《民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书为

（2014）甘民初字第3418号〕与（2017）辽0211民初5878号《民事判
决书》所确定的其对被执行人康宇、康静、郑云峰、赵国斌、大连翰
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沈阳巨华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享有的全部
到期债权转让给了彭婕。

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等义务人自收到本《债权转让通知书》之日
起，向新的债权人彭婕履行（2017）辽02民终5874号《民事判决书》〔一
审判决书为（2014）甘民初字第3417号〕与（2017）辽02民终6193号《民
事判决书》〔一审判决书为（2014）甘民初字第3418号〕与（2017）辽0211
民初5878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
通知人：彭婕

大连沙河口汇众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2日

拍卖公告
鞍山市金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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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10时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辽宁雅朝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截至2019年3月31日，该项目

债权总额人民币9520.15万元，其中债权本金3397.38万元。
预展时间：公告日起至拍卖日前一日。
预展地点：海城市南关三义街（三学寺正门前）。
拍卖地点：沈阳市浑南区浑南三路1号同方大厦二楼会议室（3）
咨询电话：0412-3311183 13898022499
联系人：王先生
委托人监督电话：024-22518993
请有意竞买者于2019年8月28日15:00前（到账为准）将竞买保证金300

万元缴至我公司指定账户并携带有效法律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标的资产依现状拍卖。请竞买人自行了解确认相关情况，拍卖人及委
托人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特别说明：拍卖标的依现状拍卖，并以现有手续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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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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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
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
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以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
让拍卖标的的主体等上述所有人员及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鞍山市金鸣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2日

辽小线→←
京哈线→← 通武线→←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8 月
21 日，中国足协公布最新一期 35人
集训名单，主教练里皮“升帐”，开始
备战9月份世界杯预选赛，除了焦点
人物艾克森之外，17岁的陶强龙则成
为本期集训中最年轻的国脚，说明这
份名单不仅看重眼前，也着眼长远。

在这份名单中，广州恒大队有 8

人入选，其中包括归化成功的前巴西
前锋艾克森。北京国安队也有 7 人
入围，其中包括归化球员李可。通过
名单可以看出，里皮选定的都是在最
近联赛中状态良好的球员，比如重
庆队的冯劲，刚在上轮中超联赛对阵
广州恒大队的比赛中打入一粒精彩
的长途奔袭进球。

同时名单中还有很多新面孔：河
南建业队的后卫韩轩、天津泰达队的后
卫杨帆、武汉卓尔队的后卫廖均健等人
均是首度入选。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华
夏队的17岁前锋陶强龙成为本期集
训中最年轻的国脚。国足随后有与缅
甸队的热身赛，如果他能登场，将创下
国家队登场比赛最年轻球员的纪录。

由于广州恒大队和上海上港队还
有亚冠联赛要踢，武磊也要踢西甲联
赛，根据安排，本次集训分为两个阶段，
广州恒大队和上海上港队的国脚及武
磊只参加第二阶段在广州的集训。第
二阶段集训9月2日在广州开始，国足
的首场世界杯预选赛将于9月10日进
行，届时将产生23人大名单。

国足公布集训大名单

除了艾克森 还有17岁小将

国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40 强
赛的35人大名单8月21日公布，改
换国籍的埃尔克森，无疑是这份国
足名单中的焦点，从此该叫他艾克
森。在完成入籍手续后，艾克森成
为国家队历史上第一位非血统入籍
球员，从增强国足实力的角度看，这
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步。

艾克森本赛季保持着上佳的进
球效率，在再度转会广州恒大队后
的 7场比赛中，艾克森打进了 7球，
目前个人本赛季进球数为 15 个。
而缺乏强力中锋，一直是国足近年
来存在的问题。现在艾克森入籍成
功，是否能解决主教练里皮一直发
愁的锋无力问题，还需拭目以待。

不过，从艾克森在俱乐部队的
表现来看，确实在对阵日韩球队时
进球多多。在亚冠赛场上，艾克森
共代表广州恒大队和上海上港队出
战61场，打入30球。其中对阵日本
球队攻入13球，对阵澳大利亚球队

攻入 7球，对阵韩国球队攻入 4球，
对阵西亚球队攻入 4 球 ，完全是

“大杀四方”。
对艾克森的入选，球迷的反响

比较复杂，从力争获得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晋级机会看，确实能在短
时间内增强球队实力，但是也有
球迷对此表示异议。归化球员，是
指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
其他国家国籍的球员，“归化”这条
路对中国足球会起到什么作用，现
在还很难得出结论。

可以确定的是，这种“归化”与
里皮再度出山执教国足有关，拥有
归化球员之后，国足的目标就是获
得世界杯出线权。但反对归化的声
音不是没有，之前带领中国国青队
在 2005 年荷兰世青赛上打进八强
的德国人克劳琛就明确表示，中国
不需要搞归化，有天赋的小球员太
多了。归化可能对青训产生负面影
响，确实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从现在起 叫他艾克森
本报记者 黄 岩

内线引援消息还没有等来，今年
夏天离队第二人却已敲定。8 月 21
日，辽宁男篮俱乐部正式宣布，原球
队替补中锋卫猛离开球队，加盟山西
男篮。

辽篮俱乐部在官方微博上写道：
“为了球队整体和球员个人未来都能
有更好的发展，经过友好协商，卫猛
从即日起结束自己在辽篮的球员生
涯，转会山西篮球俱乐部，去寻求个
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生于1989年
的卫猛身高2.09米，在学生时代是天
津工业大学男篮的主力中锋，他不仅
帮助球队夺取大超联赛冠军，还获得
了总决赛MVP的称号。正因为在大
超赛场打出了统治级数据，2013年7
月，24岁的卫猛加盟辽篮，成为辽篮
继韩德君之后引进的第二位大学生
球员，也是辽篮在 CBA 历史上引进
的 第 一 位 非 辽 宁 籍 内 援 。 2016-
2017 赛季，由于多名主力遭遇禁赛
和伤病，卫猛打出加盟辽篮以来最出

色的一个赛季，场均交出 3.2 分、2.4
个篮板。

但总体看来，在辽篮的6年生涯
里，卫猛并未能得到教练组信任，即
便队内出现伤病，他的出场机会仍
然寥寥无几，大多数时间扮演末位
替补的角色。不过，在有限的表现
机会里，卫猛以不惜体力的拼抢和
勇猛顽强的精神，得到辽宁球迷喜
爱。尤其是在 2017-2018 赛季球队
夺得 CBA 总冠军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卫猛一句“希望辽篮开创自己的
王朝”，让他在球迷群里有了“王朝
男人”的称号。

在上赛季 CBA 结束后，辽篮俱
乐部透露，将会对内线有所调整，在
此情况下，合同到期的卫猛离队并不
让人意外。此前，卫猛在山西男篮试
训的照片已在网上流传，辽篮主帅郭
士强也证实辽篮并未与卫猛续约。
如今“威猛先生”能够找到下家，想必
辽篮球迷也会为他感到高兴。

卫猛结束6年辽篮生涯加盟山西队
本报记者 李 翔

林丹出局、陆光祖出局，再加上
替补入围的黄宇翔首轮便遭淘汰，
2019 年羽毛球世锦赛男单 32 强中，
谌龙成为国羽的“独苗”，这样惨淡的
成绩在国羽近20年征战世锦赛的历
史中极为罕见。

从世锦赛展望奥运会，以目前的
状况而论，国羽想在男单项目上实现
奥运会四连冠，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将自己的巅峰状态保持 10 年之后，
林丹近一年的成绩出现断崖式下跌，
已在 9 站公开赛中出现“一轮游”。

在东京奥运会积分赛开始之后，林丹
的战绩依然没有起色，世界排名滑落
到第 17 位。本届世锦赛，面对年纪
比自己还大的阮天明，林丹也是苦战
过关，并在第二场比赛中失利，创造
了他自2003年参加世锦赛以来的最
差成绩。“超级丹”曾经是中国羽毛球
的一面旗帜，但在速度、力量和体能
都急速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
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36岁的林丹仍然坚持在男单一
线，与年轻球员的成长没有达到预期

很有关系。无论是陆光祖还是黄宇
翔，在团体赛中出场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在教练员心目中
的位置。1996年出生的石宇奇近年来
势头迅猛，此前苏迪曼杯决赛逆转桃
田贤斗的一幕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可惜的是，随后他就被伤病击倒，面临
着手术和漫长的恢复期，重返赛场之
后需多参加奥运积分赛，方能确保一
个东京奥运会的参赛名额。

国羽男单真正意义上的中生代
选手，只有谌龙一人。作为里约奥运

会的男单冠军，谌龙的个人能力毋庸
置疑，30 岁的他仍处于职业生涯的
黄金期。可是，谌龙近期的状态非常
低迷，在苏迪曼杯完败于安赛龙是实
力不足所致，在世锦赛前的泰国、日
本和印尼三站公开赛中，谌龙只赢一
场球，完全不是他真实实力的体现。
距离东京奥运会只有不到一年的时
间，很难想象，如果谌龙和林丹继续
状态低迷，石宇奇不能及时从伤病中
走出，国羽届时要怎样面对桃田贤
斗、安赛龙、周天成等人的挑战。

国羽年轻选手未达到预期

男单恐难实现奥运会四连冠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8 月
20日至21日，“我为中国冰雪加油——
冰雪项目体能大比武全民挑战赛”辽
宁分赛在沈阳奥体中心东侧田径场
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
运动管理中心主办，辽宁省体育局、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我
为中国冰雪加油——冰雪项目体能
大比武全民挑战赛”将于8月25日在
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设置线下通讯赛，主要设置轮胎翻
滚、功率自行车 6 秒峰值、3 分钟跳
绳、3000 米跑项目竞赛 4 个项目，每
个项目选出前三名进行奖励，并颁发
证书、奖牌。比赛共分为华北、华东、
东北、华南、中南、西南、西北 7 个赛
区，分别在北京、上海、辽宁、广州、湖
北、重庆、陕西等地举行。在辽宁分
赛场的比赛中，共有数十名专业运动
员及大量市民参与。

“冰雪项目体能大比武”
辽宁分赛在沈举行

艾克森（前）在8月15日的中超联赛中。➡

8月21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2019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子单打第二
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陈雨菲以2∶0战胜泰国选手磋楚沃，晋级下一轮。图为中
国选手陈雨菲在比赛中回球。

羽毛球世锦赛陈雨菲晋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