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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大连振邦
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持有的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资产分布地区
为大连，3户债权资产包涉及本金共计7966.19万元，债权总额共计24985.62万元。详细情况见下表：

通 告
因受不可抗拒原因影响：新梨线、东张线封路

时间延迟到11月15日。

昌图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昌图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2019年9月26日

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公告
解楠、毕希亮：

关于申请执行人李冰申请执行你（2019）辽 0112 执 1316 号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法院依法对你名下所有的位于沈阳市东陵区桃
仙大街6F2号4-4-1室一处住宅，建筑面积67.45平方米的房产评
估、拍卖。现通知你于2019年11月24日上午9点到沈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技术处进行随机摇号选定评估机构对上述房产进行评估。
如不到场后果自负。

特此通知。
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

2019年9月24日

遗失声明
▲大连新洲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劳务资质证丢失，资
质编号C10940210278101声明作废。
▲大连帝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辽)JZ 安许证字[2013]
007928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大连昱盈建设有限公司(辽)JZ 安许证字[2019]012965 安
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丟失作废。
▲大连祺祥建设有限公司(辽)JZ 安许证字[2019]012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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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宏伟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丢失，发票号码00070630，金
额26907元，地址：于洪区阳光路100号2-29-3，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辽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铁岭分中心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

组。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9 月 27 日起 90 日内向本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辽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铁岭分中心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请债权人自 2019 年 9 月 27 日起 90 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公 告
因沈阳展业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营

期限已届满，现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本公司法
定解散条件已具备。依据《公司法》规定及《章程》决定，
股东会已于2019年9月17日决议并成立清算组，并已开
始进入解散清算程序。

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首次刊载之日起（第一次
刊载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所需提交
债权申报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最新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盖公章）；载明债权人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联系
人及债权金额、性质、有无担保等具体内容的债权申报
书；债权人债权形成所依据的合同、协议等债权凭证。如
债权人委托他人代为申报债权的，还应提交债权人委托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等。

请债权人按如下联系方式提交上述文件，逾期申报
的债权，后果自负。

债权申报联系人：赵立娜、陈志广
通信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85-2号沈阳茂

业中心23楼
邮政编码：110014
联系电话：024-24848872

沈阳展业置地有限公司
沈阳展业置地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9年9月27日

封路通告
省道辽小线北票市小塔子乡污水处理工程，全长670

米；（中心桩号136.670米），需破路施工，无法继续通行，需
全幅封闭公路。于2019年9月28日至2019年10月31日，
全幅封闭辽小线，K136+000～K136+670 路段，一切过往
车辆及行人请从国道京沈线、庄西线、阜锦高速阜新清河
门出口、长深高速北票出口绕行。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北票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9月25日

债权申报公告
普罗凌河（辽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已由股东会决

议解散。现对本公告刊登之日前形成的债权予以清理，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申报债权。申报人

若未按时进行申报，后果自负。申报债权，应当提供债权、

身份证明材料，并提供联系地址、电话，所提供须真实、有

效、合法，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本次申报仅当面受理。

联系地址：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金叶帝王51号楼201室

联系人：史小光 联系电话：13121117073

关于对丹东市新区体育中心和污水治理工程
配套管网及泵站建设工程欠款专项清理的公告

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国家、省、市关于解决政府欠
款问题，我局近期将对新区体育中心工程项目中已通过财政审定最
终造价的工程项目进行专项债权、债务清理工作。望各债权人对照
欠款范畴，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持与原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签订的合同（协议）、财政审结报告及财务凭证等相关证明
材料向我局确认债权关系。

联系地址：丹东市振兴区五经街六号（原丹东市住建委）
联系人：王嘉瑶 联系电话：0415-2120533
特此公告

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1

2

3

债务企业名称

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原贷款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本息

6185.29

6286.33

12514.00

24985.62

抵押担保情况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备注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债权转让方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现

其债权债务已被“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接收，以下
统一简称“转让方”）与债权受让方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受让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转让方将其享有的下列债权转让表中的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定的债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详见下列债权转让
表）。转让方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债权转让合同签署
之日起，受让方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特此通知。

受让方联系人：孙先生 联系电话：13804186160
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9月27日
债权转让表:

债务人

辽宁喀
斯汀机
电设备
有限公

司

担保人

辽宁东华工大高
压电气有限公司、
阜新和美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阜新
高新技术建设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张明军、杨秀丽

担保
方式

抵押及
无限连
带责任
保证

生效法律
文书案号

（2015）沈
和民三初

字第
000979号
民事判决

书

强制执
行案号

（2016）
辽0102
执1107

号

以上3户合计债权本金7966.19万元及利息（利息截止日为
2019年9月26日），诉讼时效无障碍，债权已取得胜诉判决，处于
执行状态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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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资产重组或其他处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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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

个工作日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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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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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

9 月 26 日，亚足联举行 2020 年
U23 亚洲杯暨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
选赛决赛阶段分组抽签仪式，中国
国奥队与韩国队、伊朗队、乌兹别克
斯坦队同处一个小组。

中国国奥队显然是小组中实力
最弱的球队,说被分在“死亡之组”
实不为过。其实无论分到哪个小
组，等待中国国奥队的都将是苦
战。尤其球队刚刚经历帅位更迭，
希丁克下课，郝伟接班，留给他磨合
队伍的时间只有短短的 3 个月。能
否在有限时间内带队实现“蜕变”，
考验着郝伟的执教能力。

2020年U23亚洲杯将于2020年
1月在泰国举行，16支球队分为 4个
小组，每组前两名进入淘汰赛。最
终获得前 3 名的球队将与日本队一
道获得奥运会入场券。如果日本队
进入半决赛，则进入半决赛的4支球
队均将获得奥运会入场券。

国奥队抽到了
下下签
本报记者 黄 岩

9月28日，2019赛季中乙联赛第
30 轮将全面打响，沈阳城市队将客
场挑战青岛中能队。此役胜负对于
已经冲甲成功的沈阳城市队没有太
大意义，只是连胜纪录到底是 14 场
还是15场的区别。即使能够以下半
程 15 连胜实现“一杆清台”，客战青
岛中能队也不是沈阳城市队本赛季
的最后一场比赛。

根据规则，在预赛阶段比赛全部
结束后，作为北区头名的沈阳城市队
还须与南区头名进行主客场两回合
的排位赛，以决定本赛季中乙联赛冠
军归属。目前来看，沈阳城市队的对
手很有可能是成都兴城队。

根据赛程安排，沈阳城市队与南
区头名的排位赛会在10月12日和19
日进行，胜者将成为本赛季中乙联赛
冠军。尽管已经完成冲甲任务，但对

于中乙冠军这一荣誉，沈阳城市队仍
然会全力争取，以此为这个大放异彩
的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另外，28 日的乙级联赛虽然对
于沈阳城市队来说无关痛痒，但对于
其他几支冲甲球队来说却至关重
要。北区的泰州远大队只要不在主
场输给河北精英队，就将与对手携手
晋级附加赛；而南区的江西联盛队已
经提前锁定第三名，考虑到成都兴城
队最后一轮面对的是已经提前降级
的云南昆陆队，苏州东吴队逆袭的可
能性极低，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将以
南区第二名的身份进入附加赛。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辽足在中甲
联赛基本失去了直接保级的可能，辽
足未来在升降级附加赛中的对手，就
将从乙级联赛排名靠前的这几支球
队中产生。

瞄准中乙冠军

沈阳城市队期待完美收官
本报记者 李 翔

9月26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国足
新一期25人名单。主教练里皮并没
有进行重大调整，只是对个别位置进
行微调，可以预见，10月份的两场世
界杯预选赛 40 强赛小组赛，国足的
主力框架不会发生变化。

据介绍，中国男足将于10月5日
在广州集结。10 月 10 日，中国男足
将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迎战关岛

队。10 月 15 日，中国队将客场挑战
菲律宾队。

门将位置上，里皮这一次选择了
颜骏凌、曾诚以及王大雷。不过，曾
诚入围基本不会影响国门的主力人
选，颜骏凌依然最受里皮器重。

后卫球员里，里皮放弃了状态
一般的石柯和贺惯，选择了江苏苏
宁 队 的 吉 翔 和 山 东 鲁 能 队 的 郑

铮。这两名球员的共同点是可以
在边路打多个位置，而且作风比较
硬朗。

在中前场的位置上，艾克森、武
磊、杨旭、韦世豪、杨立瑜、蒿俊闵、池
忠国、吴曦继续得到里皮的信任。

国足“升帐”，势必给中超各队带
来影响，特别 3 支争冠球队，也许会
有形势上的微妙变化。广州恒大队

此次有8人入选国足，主教练卡纳瓦
罗只能面对带领替补阵容训练半个
月的现实。间歇期结束后，广州恒大
队将对阵深圳队，困难还不算大。

北京国安队可能更加挠头，有 5
人入选国足。北京国安队在间歇期
后将与上海上港队交手，展开强强对
话，而上海上港队只被征召了一名球
员，即门将颜骏凌。

国足新一期集训阵容还是老框架
本报记者 黄 岩

9月26日，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里发体育场在做最后准备，迎接将于9月27日开幕的2019国际田联世界田
径锦标赛。图为运动员在哈里发体育场内热身训练。

“雅思组合”杀入韩国赛八强

郑思维（右）/黄雅琼在比赛中。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时
间 9 月 26 日，2019 年女篮亚洲杯进
入到小组赛最后一轮争夺。中国女
篮凭借邵婷终场前的准绝杀，以及王
思雨的“死亡抢断”，以70∶69险胜对
手，以小组头名身份晋级四强。

在历史上，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
队在大赛中 9次交手，中国女篮 4胜
5负稍处下风。但需要指出的是，中

国女篮自1994年以后再没战胜过澳
大利亚队。由于本次亚洲杯的成绩
对于争夺东京奥运会门票并没有太
大影响，中国女篮召入了多名年轻队
员，澳大利亚队也派出一套以年轻球
员为主的阵容。不过，澳大利亚队的
实力仍然高出中国女篮一筹。

开局阶段，中国女篮和前两场比
赛一样暴露出“慢热”的问题，澳大利

亚队以10∶2领先。这正是人们所担
心的：如果开局被像澳大利亚女篮这
样的强队打垮，就很难实现翻盘。但
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女篮并未失去自
信，首节仅以 19∶20 落后。第二节，
中国女篮保持了极高的进攻效率，单
节赢了对手10分。

下半时，澳大利亚队大举反攻，
并在第四节把比分扳平。终场前

10.6 秒，米切尔突破得手，澳大利亚
队以69∶68反超。关键时刻，主教练
许利民叫暂停布置战术，邵婷突入篮
下上篮得手，只留给对手 5.9秒的时
间。澳大利亚队最后一攻企图将球
传给空切的队员，此役表现极佳的王
思雨眼疾手快将球断下，就此锁定胜
局，中国女篮终于打破了 25 年来不
胜澳大利亚队的“魔咒”。

中国女篮1分险胜

25年不胜澳大利亚队纪录作古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
时间 9 月 26 日，2019 年世界羽联超
级 500 赛韩国公开赛展开各单项第
二轮的争夺。在混双项目上，排名世
界第一的中国组合郑思维/黄雅琼以
2∶0 轻取对手，携手队友何济霆/杜
玥晋级八强。

作为赛会头号种子，“雅思组合”
在26日的比赛中没有遇到太有力的
抵抗，仅耗时 27 分钟，就以 21∶8 和
21∶10 干脆利落地击败对手。而何
济霆/杜玥则是本站比赛的上届冠

军，他们同样轻松地以2∶0战胜了荷
兰组合塔贝林/皮克，两局比分分别
为21∶17和21∶12。

自从进入东京奥运会周期以来，
中国羽毛球队在多个单项上失去了
统治力，唯独混双却一直表现上佳。
本站比赛，尽管王懿律/黄东萍首轮
便因伤退赛，鲁恺/陈露也在 1/8 决
赛遭3号种子渡边勇大/东野有纱横
扫，但能够在八强占据两席，中国羽
毛球队依然在混双项目上显示出强
大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