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3 日，中国足球协
会官方公告取消辽宁足球俱
乐部联赛注册资格。至此，
俱乐部所有努力告一段落，
辽宁足球俱乐部宣布告别职
业联赛。

辽足精神代表着自强不
息，永不放弃。俱乐部离开，
辽足精神犹在。相信自有后
来者，血脉传承，重塑辉煌。

衷心感谢所有多年来支
持热爱辽宁足球俱乐部的辽
沈球迷、广大媒体、政府领
导、赞助商等社会各界朋友；
感谢在最艰苦的时刻和我们
并肩战斗的全体教练员、运
动员和员工。

对这样的结局，表示深
深的遗憾和歉意。

辽宁足球俱乐部
2020年5月24日

关心辽足的各界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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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足终于还是失去了注册资
格！其实，在中国足协公布三级
联赛参赛资格之前，大家对辽足
的离开早有心理准备。欠薪行为
始终不能解决，成为辽足俱乐部
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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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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风险提示：

本次处置为债权转让，并非转让对应的已抵押实物资产。实

物资产的实现，由债权买受人自行负责，债权交割以现状为准。

本交易项下的不良资产将按其现状出售，本公司不对资产的

状况做任何声明或保证。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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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置方式：公开处置。

自2020年5月25日起至2020年6月19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

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田惠馨

联系电话：024-86285858-3123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4760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6月19日。

债权详细信息，请投资者登录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5日

所在地

盘锦

合计

债务人名称

盘锦良信广厦
置业地产有限

公司

重组宽限补偿金、
本金合计

95,535,338.89

95,535,338.89

本金余额

80,000,000.00

80,000,000.00

重组宽限补偿金

15,535,338.89

15,535,338.89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保证人

崔博奇、崔志浩、毕子
杨、崔志良、辽宁中艺联
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抵押人

盘锦良信广
厦置业地产
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拥有盘锦良信
广厦置业地产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资产，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
告。

一、交易条件
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

来的风险。
二、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5月18日，该拟出售债权总额为95535338.89元，

其中本金80000000.00元，利息宽限补偿金15535338.89元。
具体情况如下：

封路通告
因 路 面 灌 缝 施 工 需 要, 需 对 丹 霍 线

K204+679m-K236+572m(小堡-候屯),实施

半幅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封闭

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9 月 25

日,因施工期间给您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

解!

特此通告

本溪市交通警察支队

本溪市公路管理段

2020年5月25日

本溪经济开发区南风日化有限公司
15%股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标的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持有本溪经济开发区南风
日化有限公司15%股权资产

注册地址：本溪市溪湖区石桥子镇金桥
路205号

挂牌价格：120万元 保证金：24万元
挂牌公告期限：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6月19日
欲了解以上项目详细信息，可登录辽宁

金融资产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lnfae.
com）查询或来人、来电咨询。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58-1号
咨询电话：024-22769786 联系人：吴女士

封路通告
因2020年沈阳市（康平县马莲屯桥）危

桥拆除重建工程需要，定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10月 31日对原彰桓线（与康小线交叉

点至与东张线交叉点）实施交通封闭，过往

车辆请绕行。

绕行：从原彰桓线与康小线交叉处开

始，经康小线、东张线绕行。

对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

此公告。

康平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康平大队

2020年5月25日

封路通告
因国道绥沈线（蚂螂河至康法交界段）

养护工程施工需要，定于2020年5月25日至
2020年8月31日实施交通封闭，过往车辆请
绕行。

康平北绕行方案：内蒙古与康平交界蚂
螂河桥北侧→协尔苏嘎查→查尔苏收费站→
G25长深高速→S2沈康高速→康平县境内。

康平南绕行方案：法库县孟家镇→路北
线→郝官镇→东张线→康平县境内。

对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特此
公告。
康平县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

沈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康平大队
2020年5月25日

备注：上述债权总额不包含该笔债权违约后重组宽限补偿金率上浮、违约金，具体的计算方式及金额以具体合同为准。

基准日：2020年5月18日 人民币 单位：元

春节前结束第一阶段冬训后，
辽足就再也没有集中过，计划中的
外援引进工作也已放弃。按照俱
乐部人士的说法是：“我们做好了
被中国足协处罚的准备，包括罚
分、不准引援等，只要还有参加联
赛的资格，都能接受。”

辽足俱乐部对中国足协的恳
求是：“关于 2019 年工资奖金发
放，能否给予我们宽限期。上报给
中国足球协会的工资奖金签字确
认表，代表了俱乐部绝大多数教练
员和运动员的意愿，考虑到历史的
责任、辽足的品牌、对中国足球的
贡献、广大球迷的重托，俱乐部要
继续坚守这个阵地。尽管俱乐部
的做法违背了足协的相关规定，但
我们认为，保留辽足的星星之火，

保留中国足球的一个火种、一个历
史传承是有必要的，辽足的未来是
有希望的。”

辽足俱乐部在最后向中国足
协递交的情况说明中说：“俱乐部
在广州召开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
会议，大家共同认为，保住这个平
台，是对大家最有利的方式。”

一位辽足人士表示：“其实辽
足就是想过穷日子，但中国足球的
现状，不允许辽足这么做。”低级别
联赛关注度和影响力都不够，但维
持球队正常运转的费用却不少。
一些中甲、中乙球队举步维艰，在
足球圈里早就不是秘密。对于很
多中小型俱乐部来说，生存压力与
日俱增，先天的劣势让不少低级别
联赛球队的生存成为难题。

中甲中乙球队生存能力待提高
本报记者 黄 岩

事实上，早在2月28日，辽宁足
球俱乐部最终向中国足球协会提交
的材料中，虽然并不包括最关键的
硬件——“俱乐部须结清 2019赛季
所有的工资奖金并提供相关证明”，
却有一份“情况说明”，试图向中国
足协说明俱乐部的境况，辽足的最
后诉求就在其中。

诉求一：不解散恰恰
是维护球员利益

足协的准入规定，其根本目的
是保护教练员和球员的利益，但辽
足俱乐部面临的情况是，如果不能
取得 2020 赛季参赛资格从而破产
消亡，球队所欠的工资奖金将没有
诉讼主体。辽足俱乐部提出，让辽
足活下去，最符合教练员和运动员
利益，如果辽足解散，按照当今客观
真实的足球环境，大部分球员难以

找到工作，这会损害教练员和运动
员的利益。

诉求二：请足协灵活
掌握标准

辽足俱乐部表示：我们会无条
件遵守和服从中国足球协会的相关
规则，同时，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协
会能够针对我俱乐部面临的特殊情
况，给予充分理解和生存的时间；从
准入政策建立以来，历届足协都有
一定的灵活性，中国足球职业化进
程需要时间。

诉求三：保住辽足品牌
对于 2020赛季，随着各项政策

的落实，辽足俱乐部承诺能够保持
正常运营，球队工资奖金都会有着
落，同时，2019 赛季工资奖金将得
到一并解决。辽足俱乐部在“情况

说明”中提出：希望中国足球协会
给我们一次机会，给我们一定时
间，保留住辽足这个近 70 年的历
史品牌。

最终，中国足协严格执行准入
标准，辽足未能迈过注册资格的关
口。拥有 67 年历史的辽足告别足
坛，确实令人感到遗憾。于1953年
建队的辽足，曾创下“十连冠”的辉
煌，夺得中国球队的首个亚洲俱乐
部杯冠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股份
制足球俱乐部。经过几代人的努
力和传承，辽足为中国足球输送了
百余名国脚，在当今中国足球职业
化 赛 场 上 ，有 近 1/4 是 辽 宁 籍 球
员。辽足的辉煌历史和优秀的足
球文化在国内足坛无与伦比，辽足
也是国内最有希望书写百年传奇
的球队。

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辽足曾提出三大诉求
本报记者 黄 岩

辽足失去中甲资格，最让人感
到可惜的，是球队已经建设好的青
少年梯队。一损俱损，这些刚刚走
上足球之路，甚至已经踢出一些名
堂的小球员，目前也都面临困境。

总有人说，辽足的问题是年年
卖掉当家球星，导致实力衰退。这
其实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在一个联
赛中，豪门俱乐部的目标是追逐冠
军，为此不惜大手笔引援；中小俱乐
部的目标是“活下去”，靠卖球员维
持正常运营。这是各国足球联赛的

常态，欧洲有很多俱乐部成为“青年
球员加工厂”，健康的联赛应该有这
样的生态链。

将辽足比喻为中国足坛的人才
宝库并不夸张，但这座宝库也创造
了中国足坛人才流失的纪录。从
1995 年国脚黎兵以当时创纪录的
64 万元转会费转会广东宏远队开
始，辽足的足球人才开始源源不断
地外流。尤其是李铁、李金羽、张玉
宁那批险些在1999年创造“中国版
凯泽斯劳滕神话”的“辽小虎”和杨

旭、于汉超、张鹭这一批 1987 年前
后出生的足球精英，除肇俊哲外，几
十名中国足球顶级球员被辽足俱乐
部转让。等杨善平、于世林、金泰延
这批球员卖完之后，辽足的造血功
能渐渐枯竭。

为何会枯竭？原因明摆着，青
训没抓上去。一位辽足俱乐部人
士表示，辽足后来失去一些成建制
买下外来球队的机会，加上自身对
青少年球员培养不足，优秀的年轻
球员成为稀缺品，如果 2008 年能

把青训梯队建立起来，到现在 10
余年工夫，年轻球员成长起来，辽
足完全还可以走卖人赚钱、小本经
营的发展之路。只是，当时辽足队
中于汉超、杨旭双子星耀眼，球队
成绩在中超联赛位居中游以上，俱
乐部未能未雨绸缪，错过了抓青训
的时机。

辽足走到如今的地步，关键是
自身青训出现严重断档，再无球员
可卖，依靠转让球员维持运转的模
式无以为继。

优秀的年轻球员逐年流失

辽足错过青训良机后备人才断档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中国足协公布三级联赛准
入名单后，5 月 23 日晚上，沈阳球
迷老李一夜未眠。“第一次在现场
看辽足比赛，是我十几岁的时候，
大概是1968年前后，当时李应发、
王洪礼等辽足名宿还都在场上踢
球呢。”说起自己和辽足的缘分，老
李如数家珍。

对于辽宁宏运队被取消注册
资格这件事，老李非常平静。“自从
职业化以来，辽足的生存状况一直
很艰难，走到今天这一步并不意
外。”老李坦然地告诉记者，“辽宁
宏运队虽然不存在了，但在中国足
球联赛赛场上，还活跃着数以百计
的辽宁籍球员，通过他们，老辽足
精神会继续发扬光大。”

作为 80 后球迷，宋先生没能
亲眼目睹辽足“十连冠”的辉煌，但
他和辽足结缘的时间并不晚。“大
概是八九岁的时候，几个大人在院

子里看电视。我听到的第一个球
员名字是曲圣卿，我觉得这个名字
挺有趣，就被吸引过去，这才知道
是足球比赛。”从此之后，足球开始
走进了他的生活，辽足也成为他的
主队。那时沈阳同时存在辽足和
沈阳队两支球队，尽管支持辽足，
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沈阳人，宋先生
对沈阳队也并不排斥：“当时感觉
辽足的比赛没啥悬念，总赢球，倒
是沈阳队的比赛悬念大，那几年的
保级大战更是惊心动魄。”很快，宋
先生就成了辽足和沈阳队的双料
球迷。“我不像一些极端球迷，在我
心里，从没把这两支球队当成同城
死敌。”宋先生说。对于即将接过

“新辽足”大旗的辽宁沈阳城市队，
宋先生表示，他会毫无保留地支持
下去。“作为球迷来说，有自己的主
队，能在现场看球，这就是幸福。”
宋先生说。

球迷：希望老辽足精神继续闪光
本报记者 李 翔

“辽足与赛场和球迷告别，其
实在两个多月前就已基本确定
了。现在尘埃落定，没什么特别的
感觉，只剩遗憾和伤心了。”在辽宁
宏运队被中国足协取消注册资格
之后，原辽足球员、现辽宁沈阳城
市队主教练于明如此表示。

主教练于明、助理教练董礼
强、青训总监张永海、梯队教练
朱锴、邱礼……目前辽宁沈阳城
市队的教练组和各级梯队教练，
大多是老辽足球员，队员也大多
是辽宁人。“我觉得老辽足精神里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不怕困
难的精神。这么多年，辽足在艰
难的条件下能顽强生存下来，这
非常不容易。我总跟队员们说，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处境，大家都
要团结一致去克服困难，这是我
们需要向老辽足学习的地方。”

于明这样告诉记者。
在辽宁宏运队成为历史之

后，辽宁沈阳城市队就成为沈阳
唯一的职业足球队，即将接过“新
辽足”的大旗。对此，于明深感责
任重大：“以前辽宁宏运队在，觉
得 好 像 有 一 个 战 友 在 并 肩 作
战。现在这支球队没了，需要我
们独自扛起辽沈足球的大旗，这
个责任更重了。”

于明坦言，对于辽宁沈阳城市
队这支“新辽足”，希望大家多一些
宽容和支持。“辽足到现在有67年
的历史，不是一下子做出来的。我
们是很年轻的俱乐部，需要承担传
承辽足精神、延续辽足血脉的历史
重任，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
务，希望大家能多给我们一些时
间，让我们好好打造这支队伍，我
们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于明：代表辽沈足球责任重大
本报记者 李 翔

曾经，辽足主场挂有众多辽足名将的大幅照片。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