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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部地址：沈阳市青年大街 356 号分类信息专栏

封路通告
宝锦线上高家沟中桥位于义县留龙沟乡上高家沟村境内，中心桩号K123+822，

桥梁全长84米，桥梁病害严重，经省中心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该桥梁为险桥，需
全幅封闭交通绕行。

封闭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绕行路线说明：宝锦线（往返方向）：上高家沟（宝锦线）—刘龙台（通武线）—张

家湾（张高线）—下高家沟
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义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12月28日

封路通告
阜锦线马户屯桥位于义县高台子镇台子山村境内，中心桩号K63+653，桥梁全

长228.04米，桥梁病害严重，经省中心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该桥梁为险桥，需全
幅封闭交通绕行。

封闭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绕行路线说明：
绕行路线（往返方向）：锦州—清河门方向所有车辆请绕行锦阜高速公路。
小型汽车、客车也可绕行：锦台线—高柳线

义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义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19年12月28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市公路管理部门工作计划安排，在奈石线K98公里+730米—K98公里+770

米处实施公路施工，需全幅封闭交通。封闭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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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行路线说明：
义县奈石线：冉家窝堡 北镇王屯 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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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

→←辽小线 →←奈北线 →←奈北线 →←通武线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拟对持有的沈阳北方交通重工有限公司等3
户不良债权在淘宝网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处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基准日2017年8月20日，沈阳北方交通
重工有限公司欠付债权本金 9999.88 万元，利息
1574.28 万元，由沈阳北方交通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曲凯、刘杰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九星控股集团
沈阳电缆有限公司欠付债权本金 1985.70 万元，
利息 916.61 万元，由九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沈
阳北方交通重工有限公司、李文君、曲凯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沈阳星河铜业有限公司欠付债权本
金1250.00万元，利息618.75万元，由九星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沈阳北方交通重工有限公司、李文
君、曲凯承担连带给付责任，上述三笔债权合计
本金13235.58万元，利息3109.64万元。

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人）应支
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
公司的利息、违约金等相关费用按相关合同协议
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不良债权项下的
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
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对
象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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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和竞价均通过淘宝网上进行。请详细
阅读标的资产竞价页面中的《竞买公告》《竞买
须知》并按照淘宝网《资产处置竞价流程》使用
淘宝账户（经支付宝实名认证）进行报名并参
与竞买。

公告期限自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即日
起至竞价开始前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
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电话：0411-83703876、
8368740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举报电话：0411-
83703826、83012889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资产处置暨公开竞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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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塔山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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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沈阳大清宝泉矿泉水集

团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2月 27日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 将我公司对沈阳塔山集团有限公司所享有

的主债权和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

沈阳大清宝泉矿泉水集团有限公司。现通知债务

人沈阳塔山集团有限公司及相关保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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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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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世俱杯花落沈阳、大连，亚洲杯
的承办城市包括大连。以中国足协
公布的 2021 年世俱杯举办城市和
2023 年亚洲举办城市名单可以看
出，辽沈地区依旧是中国足球重镇。

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将于
2021年 6月至 7月在中国举办，共有
24支队伍进行32场高水平比赛。经
国际足联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考察
评估，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沈阳、
济南、杭州、大连成为2021年世俱杯
承办城市。

世俱杯是由国际足联主办、全球
一流俱乐部球队参加的国际性足球

赛事。国际足联对2021年世俱杯进
行了全面改革，改制升级后的世俱杯
将成为具有世界顶级影响力和竞技
水平的全新赛事。2021年世俱杯将
有来自6个大洲的球队参加，国际足
联派发给亚足联 3.5个名额，东道主
中国的俱乐部球队直接占据一席。
具体分配情况为：2020年中超联赛冠
军；2020年亚冠联赛东亚区和西亚区
的分区冠军；0.5席意味着，由2020赛
季亚冠半决赛的两支失利球队进行
交手，胜者再与2020年大洋洲冠军球
队交锋，争夺一个正赛席位。

2021年世俱杯另外20个席位的

分配情况是：欧洲 8个，南美洲 6个，
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3 个，非洲 3
个。2021 年世俱杯上，24 支球队将
被分为8个小组，每组3支球队，8个
小组的第一名将进入 1/4 决赛。此
后将进行淘汰赛，直至决出冠军。

第 18届亚洲杯将于 2023年 6月
至 7 月在中国举办，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厦
门、苏州成为 2023 年亚洲杯承办城
市。该项赛事是在亚洲足球快速发
展阶段举办的亚洲水平最高、影响力
最大的足球赛事。这也是继2004年
后，我国时隔 19 年再次承办亚洲

杯。翻看承办城市名单不难发现，名
单上出现了一些并无顶级联赛球队
的城市，承办大赛对这些城市的足球
发展是一种促进。已有中超球队的
城市承办比赛，会对城市的足球发展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根据亚足联要求，亚洲杯所有比
赛场地必须是专业足球场。据了解，
大连将对该市的体育中心进行改造，
届时大连将拥有一座专业足球场。
沈阳此前承办过亚洲杯、世预赛和奥
运会的足球比赛，足球文化底蕴深
厚，为承办2021年世俱杯，沈阳将对
奥体中心进行改造。

在沈阳看世俱杯 在大连看亚洲杯

辽沈地区依旧是中国足球重镇
本报记者 黄 岩

再有 10 天，中国国奥队将踏上
东京奥运会预选赛的征程。出征前
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国奥队以2∶0战
胜了全华班出战的中超升班马石家
庄永昌队。

本场比赛，国奥队主教练郝伟排
出了4231阵型，守门员是陈威，后卫
线上是冯博轩、魏震、朱辰杰与迪力

穆拉提，黄政宇与黄聪司职防守型中
场位置，陈彬彬、段刘愚及胡靖航出
任攻击型中场，张玉宁担任中锋。国
奥队基本以全主力出战，说明球队的
磨合已经接近尾声。

国奥队进行热身的同时，小组
赛的对手也在进行备战。乌兹别克
斯坦国奥队与伊拉克队进行了两场

热身赛，结果双杀对手，而且打进了
7 个进球，一场比赛的比分为 3∶1，
另一场比赛的比分是 4∶2。通过这
两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队展现出
强大实力。

国奥队在奥运会预选赛中与韩
国队、伊朗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同
组，按照赛程，明年 1月 9日，国奥队

在首战中将与韩国队交手，在1月12
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在1月15日
小组赛最后一战遭遇伊朗队。对于
国奥队来说，这3个对手都是超级劲
敌，期待国奥队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国奥队球员也深知任务艰巨，主力前
锋张玉宁在社交媒体上给球队和自
己打气说：“面对前方，备战，努力！”

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在即

国奥队能用实力回击质疑吗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2 月
29日，2019-2020辽宁省百万市民上
冰雪（第四届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暨第三届中国·辽宁全
国媒体人高山滑雪邀请赛在沈阳东北
亚滑雪场举行。本次活动由辽宁省体
育局、辽宁日报社主办，由辽宁省体育
事业发展中心、辽宁省体育记者 联
盟、沈阳东北亚滑雪场承办。

据了解，2019-2020辽宁省百万
市民上冰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明年
3 月，省本级及各市、各县（市）区将
举办超过 200 场大型群众性冰雪赛
事活动。本年度省本级层面赛事活
动主要包括：明年1月中旬及春节前
启动由全省近20余家雪场冰场参与
的抢票快乐滑活动；明年1月中旬启
动由全省近10家雪场参与的滑雪公
益训练营；明年1月中旬启动滑冰公
益训练营；明年 1月份举行 5站辽宁
大众滑雪系列赛；明年2月份举办辽

宁省嬉雪挑战赛；寒假期间举办辽宁
青少年冬令营系列活动；一年一度的
辽宁省高山滑雪锦标赛、辽宁省速度
滑冰锦标赛、公园冰场互动挑战赛；
国家“百城千冰”辽宁地区活动等。

此外，省内各市也将举办各具特
色的“冰雪+体育+旅游”等活动，包
括沈阳国际冰龙舟大赛、盘锦辽河口
中国最北海岸线冰凌穿越挑战赛、大
连天门山攀冰赛、本溪第 13 届冬泳
邀请赛、丹东第31届鸭绿江冬泳节、
锦州全国冰上帆船公开赛等。

在接受采访时，辽宁省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辽宁体育转身向冰
雪，在大力发展群众性冰雪运动的同
时，也在努力提高冰雪运动竞技水
平。明年2月份的全国冬运会，辽宁
省将组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参赛队
伍，力争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22
年北京冬奥会，辽宁冰雪健儿要争取
为家乡、为祖国夺取金牌。”

我省启动
百万市民上冰雪系列活动

与垫底球队战平，热刺队没拿
下这场比赛真有些说不过去。北京
时间 12 月 29 日，英超第 20 轮展开
较量，热刺队在客场两度落后的情
况下，最终 2∶2 战平联赛垫底的诺
维奇队，“狂人”穆里尼奥上任后热
刺队的上升势头有所减缓。目前热
刺队在英超联赛中排名第六，想获
得欧冠联赛入场券，穆里尼奥还得
加把劲。

这场比赛踢得不好，热刺队的防
守难辞其咎，主教练穆里尼奥也指出

热刺队防守被打爆的原因：“本队球
员的个人失误太多了，上下半场出现
的防守错误是一样的，相比而言，我
认为诺维奇队球员真的在用自己的
生命去防守。”

说起来，这场平局是穆里尼奥上
任后热刺队在 10 场赛事中首次战
平。能攻上去却守不住成了热刺队
目前最大的问题，在这10场比赛中，
热刺队只在大胜伯恩利队的比赛中
没有失球，其他9场加一起丢了17个
球，这样的防守的确不行。

想踢欧冠 穆里尼奥还得加把劲
本报记者 黄 岩

欧陆烽火

12月29日，热刺队球员奥里埃（上）与诺维奇队球员争顶。 新华社供片

辽宁省百万市民上冰雪系列活动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辽篮球员斯蒂芬森（上）在与山西队的比赛中上篮。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场上没有郭艾伦和韩德君，
辽宁男篮少了双外援外最主要的
两个得分点，好在史蒂芬森和赵
继伟站了出来。在 12 月 29 日的
比赛中，史蒂芬森将自己在 CBA
的单场最高分提升至37分，赵继
伟也以 24 分打破了自己的 CBA
单场得分纪录。

尽管郭艾伦缺阵让“师弟”不
必面临球权的困扰，但史蒂芬森
在首节居然一分未得。好在中场
休息之后，“师弟”重新找回比赛

感觉，全场比赛，“师弟”在自己得
到37分的同时，他还为队友送出
6次助攻。

赵继伟的表现更加值得称
赞，全场比赛他的三分球 7 投 5
中，第四节在三分线外 4 次出手
更是弹无虚发，这 4 个三分球直
接击垮了对手的信心。本赛季至
今，赵继伟是辽宁男篮在三分球
方面表现最好的球员，他本场的
神勇发挥，也让人们暂时忘记了
辽篮再度遭到伤病侵袭的不快。

“师弟”赵继伟得分均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 翔

郭艾伦和韩德君两名绝对主
力缺阵，对手又是本赛季表现突
出的山西队，但辽宁男篮经受住
了考验。12 月 29 日，辽篮在前 3
节落后的情况下，凭借第四节的
强势表现，以 116∶108 击败山西
队，用一场胜利告别了2019年。

本场比赛，郭艾伦没有进入
12人大名单，一直戴着口罩坐在
场下，韩德君尽管出现在大名单
中，但在比赛中没有露面。尽管
辽篮挟主场之威进入状态较快，
但内线的巨大劣势很快就体现出
来，随着辽篮旧将原帅压哨上篮
得 手 ，辽 篮 上 半 场 以 51∶61 落
后。第三节风云突变，山西队大

外援莫兰德先是抱怨裁判吃到技
术犯规，随后在防守高诗岩时违
体犯规，被罚出场。但辽篮并未
抓住战机反超比分，第三节结束
时仍然落后6分。

第四节，辽篮利用对方开局
阶段小外援佩恩下场休息的机
会，迅速把比分追为 88∶88。此
后双方陷入短暂僵持中，但辽篮
的气势已经不可阻挡。在史蒂芬
森和赵继伟接连命中三分球之
后，辽篮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15
分。眼见大势已去，山西队主教
练王非索性撤下佩恩，提前认
输。116∶108，辽篮取得 3 连胜，
继续排在积分榜第三位。

辽宁男篮用胜利告别2019年
本报记者 李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