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9日，在2019国际羽联世界巡回赛澳门公开赛男单资格赛中，中国
选手任朋嶓以2∶1战胜马来西亚选手陈家伟，晋级下一轮。图为任朋嶓在比
赛中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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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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宇辽宁广播电视台工作证丢失，证号000120，特此声明。
▲沈阳世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侯帅宇/王航的购房发票
丢失，发票代码：2100154350，号码：08222573，价税合同：330200
元，声明作废。
▲沈阳世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给侯帅宇/王航的购房发票
丢失，发票代码：2100154350，号码：08222572，价税合同：330200
元，声明作废。
▲沈阳世茂新纪元置业有限公司与侯帅宇/王航签订的购房合同
丢失，地址：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74号 36楼世贸铂晶宫 3613
号，合同号：E16010104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的辽宁中联物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 ，累 计 债 权 总 额 6946.15 万 元 ，其 中 本 金
3999.94 万元，利息 2946.21 万元(截至 2019 年 10
月 1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抵押物为房
产和土地，保证人为自然人佟为民、郭建。欲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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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3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5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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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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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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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对辽宁中联物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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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锦州金鼎商厦（锦州站前华联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

简称我公司)与李悦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 将我公司对锦州金鼎商厦所享有的主债权和担保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李悦。现通知债务人锦州金鼎商厦

及相关保证人、承债人从债权转让之日起向现债权人履行主债

权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其中债权本金：人民币 2089.5 万

元）。若债务人、担保人、承债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中央、省、市三级资质国有产权交易平台

大连产权交易所公告
（2019年第2095号）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现对渤海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一批低
效无用物资转让项目转让进行公告，标的1：板材转让底价为人民
币0.3050万元/吨，标的2：型材转让底价为人民币0.3280万元/吨，
标的3：管材转让底价为人民币0.3280万元/吨。

欲了解详细情况，请登录大连产权交易所网站（网址：www.
daee.cn）进行查询。

项目咨询：赵先生0411-65851265、13654117685(工作日8:30-17:00)
项目报名：王先生0411-65850523(工作日8:30-17:00)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2019
年11月1日至3日，2019—2020赛季
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杯第 一 站
比赛将在美国盐湖城打响，这是国
际滑联短道速滑新赛季的第一项
国际大赛。

中国短道速滑队大名单已正
式出炉，经过之前的直通大赛，韩
天宇、武大靖等名将用实力说话，

均拿到了新赛季国际大赛的“中国
席位”。

盐湖城海拔1300多米，这块“高
原冰场”是武大靖的福地。一年之前
的 11 月 11 日，在国际滑联短道速滑
世界杯美国盐湖城站男子 500 米决
赛中，武大靖以 39.505 秒夺冠，同时
打破了他在平昌冬奥会创下的世界
纪录。

中国队对今年的盐湖城比赛颇
为重视，男队员包括韩天宇、武大靖、
任子威、李文龙、安凯、孙龙，女队员
有范可新、韩雨桐、曲春雨、臧一泽、
张楚桐、张雨婷。

对手方面引人关注的是韩国队，
女队由崔敏静领衔，男队则由黄大宪
领军；即将年满34周岁的冬奥会6金
得主、韩裔俄罗斯选手维克多·安出

现在俄罗斯队名单中。
此前，王濛出任速度滑冰和短

道速滑国家队教练组组长，教练队
伍进行了重大调整，韩国短道速滑
国家队前主教练金善台出任中国短
道速滑女队主教练，另一位韩国名
帅李昌勲出任男队主教练，这次比
赛也是对中国短道速滑队全新教练
组指挥能力的一次检验。

短道速滑新赛季即将揭幕

武大靖盐湖城迎接新挑战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0 月
29日，在盘锦市辽河油田幸福小学，
多年深耕辽宁足球青训的万雄体育
与盘锦市举行了校园足球合作签约
仪式，应邀来到现场的“东北大帅”李
应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
老教练，我有责任加入到足球青训工
作中。”

万雄体育相关负责人表示：“教
育部门有学生资源，足协拥有专业足
球师资力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大
家一起打造校园足球培训基地。”据
省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辽宁省

足协首个校园足球培训基地，辽阳校
园青训板块已经形成以辽阳六中为
基地，辐射全市 8 所合作学校、十几
所小学、上千名学员的校园足球培训
体系，构建了以点带面的足球青训网
络架构。此次与盘锦辽河油田幸福
小学的合作，就是这种校园足球发展
模式的延伸。

李应发对这种校园足球发展模
式给予肯定：“这种由青训机构出资
金，派遣专业教练的校企联合模式
非常好。校园足球以球促德、以球
健体、以球促智的理念值得提倡。”

新模式带来新气象

校企合作促进辽宁校园足球发展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郑智
升任广州恒大队代理主教练令国足
名单的公布推迟了一天，不过，里皮
还是履行了只要他担任主教练就会
招郑智入队的承诺。

10 月 29 日，国足公布新一期集
训名单，郑智依然在列。国足具体名
单包括门将颜骏凌、王大雷、曾诚；后
卫线上的球员有张琳芃、郑铮、留洋、
王刚、李磊、吉翔、朱辰杰、杨帆；中场
球员包括郑智、徐新、蒿俊闵、池忠
国、刘彬彬、张稀哲、李可、吴曦、买提

江；前锋为艾克森、韦世豪、王子铭、
杨旭、武磊。

从几个位置的变化能看出这场
比赛的战略意图：锋线上能传的杨
立瑜换成能冲的王子铭，中场招入
能拼能抢的买提江，后卫线上杨帆
风格硬朗，看来面对身体条件更好
的叙利亚队，国足也准备硬碰硬。
回顾此前与菲律宾队的比赛，国足
两翼攻势迟迟打不开局面，这次阵
容中补充了边路突击手刘彬彬。郑
智的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广州恒大

队有完备的意大利助理教练组，日
常训练没有问题。

主教练里皮将在 11 月 1 日抵
达集训地点广州，全体球员在 11 月
2 日开始训练，11 月 6 日出发前往
阿联酋，开始为期 8 天的远征。11
月 14 日，国足将客场挑战本组实力
最强的对手叙利亚队。

与之前相比，这次国足集训时
间 不 长 ，主 教 练 里 皮 也 是 有 意 为
之，估计是要给队员们一个心理暗
示，这场比赛没有退路。由于在上

轮世预赛 40 强小组赛中客场被菲
律宾队逼平，积分排在小组第二，
国 足 此 役 不 容 有 失 ，打 平 都 不 保
靠，只有战胜叙利亚队才能为晋级
12 强赛扫平道路。

抵达客场之后，按照计划，国足
将在11月10日与阿联酋当地的一家
俱乐部球队进行一场封闭热身赛，以
提升球员的状态。据悉，国足与叙利
亚队的比赛将在迪拜的拉希德体育
场进行，这座体育场是今年年初亚洲
杯的比赛球场之一。

国足公布迎战叙利亚队大名单
郑智依然在列

史蒂芬森是辽宁男篮历史上
最大牌的外援，他的个人能力即
便放在本赛季 CBA 所有的外援
中，也是数一数二的。辽宁男篮
新赛季能取得怎样的成绩，有没
有机会争夺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
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师弟”（球
迷对史蒂芬森的昵称）的发挥。

尽管责任重大，但从史蒂芬
森身上，人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压
力，他反而是全队最快乐的一
个。在辽篮媒体开放日的公开训
练中，其他球员都在按部就班地
运球、投篮、抢篮板，只有“师弟”
一边唱歌一边投篮。

“我觉得在训练和比赛中，如
果我们能增添一些这样的小情
趣，比如类似唱歌、跳舞，就可以
带来许多快乐，这样一来我们也
会从枯燥的训练中找到更多的乐
趣。”对于在训练场上“自娱自
乐”，史蒂芬森这样解释道。走下
训练场的“师弟”同样喜欢“耍
宝”，面对合影请求来者不拒，只
对大家提出了一个要求：“各位，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啊！”

在辽篮赛季前拍摄定妆照
时，“师弟”娴熟地转动二人转手
帕的动作让人大开眼界，有人忍
不住问他：“这是别人教你的，还
是你原来就会的？”听到这个问
题，“师弟”又开始一本正经地开
玩笑：“之前没有人教过我，我只
是在拍照前比划了一下，就做到
了，这是因为我有特殊的能力。”

“乐趣”，这是史蒂芬森在接受采
访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师弟”
对此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如果
能在训练中找到乐趣，就会营造
良好的球队氛围，有利于加速他
和队友的磨合，提高默契度。

史蒂芬森
演绎“快乐篮球”
本报记者 李 翔

一败再败，在积分榜上排名继续
下滑，距离降级区仅有3分，这支AC
米兰队让人看不到希望。在意甲联
赛第九轮比赛中，AC 米兰队在客场
1∶2负于罗马队。

输了比赛，AC 米兰队主教练皮
奥利忍不住抱怨：“这支米兰队的表
现倒退，犯了太多不该犯的错误。”问
题是，AC 米兰队的错误不是现在
才犯的，选皮奥利当主教练，不就是
为了改掉错误吗？

对中国球迷来说，意甲代表着一
代人的足球情怀，意大利媒体曾经根
据调查得出结论：在中国球迷中，声
望 最 高 的 意 大 利 球 队 便 是 AC 米
兰。的确，从“荷兰三剑客”时代起，
一拨接一拨的米兰球星积累了大量
人气，关注 AC 米兰队，其实等于在

回忆自己的青春。但现在的 AC 米
兰队怕是连伪豪门都算不上了，都不
用去和西甲、英超豪门比较，在意甲
他们早被国际米兰队和尤文图斯队
甩在身后，论战绩，被罗马队、那不勒
斯队等对手捶打也变成常态，AC 米
兰队成了“祖上曾经阔过”的破落户。

现在的 AC米兰队，球员精神属
性不足，执教这样的球队，需要一名
铁血教练。詹保罗的失败已经证明，
所谓战术派教练现在不好用，危难之
际，皮奥利不过是另外一个版本的詹
保罗。目前意甲其他球队碰上 AC
米兰队，都会憋足了劲要拿3分。而
AC 米兰队则进攻失误防守也失误，
说明全队心态已经有一些不自信和
不冷静，这就很危险了，所以说 AC
米兰队有可能降级，不是危言耸听。

越换帅成绩越差 AC米兰要悬
本报记者 黄 岩

欧陆烽火

意甲第九轮，罗马队球员扎尼奥洛（上）与AC米兰队球员特奥·埃尔南德斯拼抢。

在辽宁男篮新赛季前的最后
一堂公开训练课上，有多名球员
选择了加练，其中就包括这个夏
天跟随国家队参加男篮世界杯的
赵继伟。一年前，赵继伟因为伤
病错过了大半个赛季，在男篮世
界杯也没能帮助中国男篮取得理
想成绩，对于好胜心很强的赵继
伟来说，新赛季他将全力为自己
正名。

与因伤缺席辽篮此前一系列
热身赛的郭艾伦不同，赵继伟在
随中国男篮参加完男篮世界杯后
就直接归队，并在几场热身赛中
展现出不错的竞技状态。但在接
受采访时，赵继伟坦言：“我从国
家队回来时间不长，大家在一起
训练、比赛的时间还是太短，这段
时间我们的任务就是抓紧磨合，
力争全队早日达到最佳状态。”

本赛季辽篮更换了小外援，
赵继伟在归队后的热身赛中，与
史蒂芬森有了一定程度的磨合。

“史蒂芬森和哈德森的位置不一
样，特点不一样，他是教练组和俱
乐部高层反复斟酌挑选的外援，
个人能力很强，全队对他都很期
待。”赵继伟这样评价“师弟”。

新赛季，刘雁宇和王化东两
位小将进入一线队，其中王化东
有望在辽篮的轮换阵容中占据一
席之地。在公开训练课的三分球
练习中，王化东连续投中 10个三
分球，引来人们注目。对于这位
小将，赵继伟表示：“三分球是王
化东的特点，他在四号位能拉到
外线远投，这会让对手的防守难
度增加。对于王化东这种刚进入
一队的年轻球员，大家都挺照顾
的，和我刚上一队的时候一样，我
们辽篮的团队氛围非常好。”

赵继伟
渴望证明自己
本报记者 李 翔

史蒂芬森（前）在场上勇猛，在场下极为活泼。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任朋嶓澳门公开赛晋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