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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最权威的报纸——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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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路通告
因道路进行中修施工，需对本宽

线K10+400m-K11+890m(桥头大桥-

桥头高速口)，实施半幅封闭施工，请过

往车辆减速慢行，按照施工现场设置

的交通标志牌行驶。

封闭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至

2020 年 8 月 24 日，因施工期间给您出

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本溪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卢照堂：
你于2010年未经批准擅自在大连市甘井子

区红旗街道岔鞍村占用土地建设别墅住宅项目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年）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第七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二条和《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行政处
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的规定，我局已于2019
年11月2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大自然资
监土罚字〔2019〕第035号），并于当日向你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1. 将罚款26400 元缴至大

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上缴至市财政指定专
户）；2.将加处罚款26400元缴至大连市自然资
源监察支队（上缴至市财政指定专户）的行政处
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之规定，我局现催告你自觉履行。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如你仍未履行，我局
将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赵洪武 王德虎
联系电话：0411-39805533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158号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7月29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大自然资监土催字〔2020〕第035号

李晓光:
你于2005年，在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情

况下，在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大黑石村
占用土地建设 8 栋别墅项目的行为，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年）第四
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的规
定，按照《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的规定，我局已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大自然
资监土罚字〔2019〕第 086 号），并于 2019 年 11
月18日向你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1.将罚款101760元缴至大
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上缴至市财政指定专
户）；2.将加处罚款101760元缴至大连市自然资
源监察支队（上缴至市财政指定专户）的行政处
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
四条之规定，我局现催告你自觉履行。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如你仍未履行，我局
将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联系人：王永峻、广家庆
电话：0411-39805508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158号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7月29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大自然资监土催字【2020】第046号

封路通告
因丹东线（荒地 K1284+230 至狗

河大桥 K1288+110 段）道路建设改造

工程施工，现予以道路封闭。封闭路

段：丹东线（荒地K1284+230至狗河大

桥 K1288+110 段）半封闭施工。封闭

期间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封闭时限

为2020年8月1日至8月31日，给您行

车带来不便请谅解。

特此通告。

绥中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葫芦岛市交通运输业保障中心

2020年7月28日

债权转让通知
大连瑞福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大连恒丰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有江、刘淑珍: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行于2020年7月
13日与大连鲲宇置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证：91210242582039393U）达成债
权转让协议，将我行对大连瑞福来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享有的主债权、对大连恒丰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于有江、刘淑珍享有的担
保权依法转让给大连鲲宇置地有限公司，
与债权有关权利等其他全部权利也一并转
让。特公告通知上述相关债务人及担保人
知悉。请上述相关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大连鲲宇置地有限公司偿还相关
债务并履行相关法律义务。特此通知。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2020年7月29日

于溪平:
你于2005年，在未办理合法用地手续的

情况下，在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街道大黑
石村占用土地建设10栋别墅项目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
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
二条的规定，按照《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的规定，我局
已于2019年11月2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书》（大自然资监土罚字〔2019〕第093号），并
于2019年11月21日向你送达。

你至今尚未履行1.将罚款219220元缴

至大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上缴至市财
政指定专户）；2.将加处罚款219220元缴至
大连市自然资源监察支队（上缴至市财政
指定专户）的行政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我局
现催告你自觉履行。

本催告书送达十日后，如你仍未履行，
我局将向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联系人：王永峻、广家庆
电话：0411-39805508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中青街158号

大连市自然资源局
2020年7月29日

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大自然资监土催字【2020】第048号

通 知
张祥令（身份证号：21031919XXXXXX0014）
马铁民（身份证号：21038119XXXXXX0833）
冮长海（身份证号：21011219XXXXXX1018）
王 奇（身份证号：21010219XXXXXX6614）：

按照《辽宁省厂办大集体改革职工身份认
定办法》和鞍山市、沈阳市人社局（厂改办）规
定及要求，我单位现正在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
集体职工身份认定工作，经多方努力查找，始
终无法与你（们）取得联系，望见本通知后务必
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主动与单位取得联系。
逾期仍不联系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全部由
你（们）个人承担。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15940441433
沈铁海城铁路林场综合服务厂
沈阳铁路分局东陵林场服务队

2020年7月28日

永桓高速公路（S13）K0+000-K67+600 永陵
方向从 2020 年 8 月 2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
进行道路封闭维修，届时通行永桓高速公路永
陵方向的车辆需改道绕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
如下：

鹤大高速通往永陵方向车辆在桓仁站驶离，走
行国道G506线、省道S202线、国道G229线、永红线

和国道G230线，前往永陵方向；永陵以远的车辆，
在永陵站驶入高速公路。

在此期间，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辽宁省公安厅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7月28日

关于永桓高速公路（S13）K0+000-K67+600永陵方向单侧实施封闭的通告

辽宁艾特斯智能交通技术有限公司不慎将2017年2月21日兴安盟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具的（0136975号）贰拾万元投标保证金收据遗失，现我公司作为票据持有人声明该收据
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 李翔报道
7月27日，“中国冰雪体能测试大比
武——线上大众体能挑战赛东北
赛区（辽宁）”赛事活动在沈阳落
幕，共有来自东北各地的近 200 名
选手参加初赛、预赛。在 27 日的
决赛中，有 16 名（男 10 名、女 6 名）
选手代表东北赛区参加全国视频
连线决赛。

“中国冰雪体能测试大比武——
线上大众体能挑战赛东北赛区（辽
宁）”，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项
目中心、辽宁省体育局主办，由辽

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本
次赛事分为男、女两个组别，进行
了 30 米跑、深蹲相对力量、引体向
上、卧推相对力量、3000 米跑等项
目角逐。

在 27 日的全国视频连线决赛
中，共有东北赛区（辽宁）、河北赛区

（天津）、华东赛区（上海）、华中赛区
（湖北）、华南赛区（广东）、西南赛区
（重庆）、西北赛区（甘肃）等 7 个赛
区的选手一较高下。在深蹲相对力
量、卧推相对力量上，我省选手表现
出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中国冰雪体能大比武
线上大众挑战赛东北赛区落幕

经过近 40 天的争夺，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全部结束。凭
借一波九连胜，辽宁男篮在最后一刻
反超北京队，获得第三名，这个成绩
可以说非常完美。不过从整个常规
赛进程来看，辽篮能取得这个成绩相
当不容易。

上赛季结束之后，辽宁男篮重金
聘请正值当打之年的史蒂芬森加盟
球队。“非凡 12”比赛夺冠，让外界对
史蒂芬森有了更高的期待，球迷似乎
也看到了“师弟”带队重夺总冠军的
希望。然而，常规赛前两轮，辽篮遭
遇12年来首次开局两连败。

此后，辽篮在磕磕绊绊中艰难前
行，在前 13 轮输掉了 5 场比赛，刷新
了近6个赛季以来同期最差战绩。第
18 轮和第 19 轮，辽篮客场又连续输

给青岛队和山东队，12胜 7负的战绩
不仅早早退出常规赛冠军争夺，能否
进入前四名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客场完胜福建队及时“止血”
后，2019 年 12 月 24 日客场面对老对
手广厦队，辽篮打出了本赛季常规赛
最为经典的一场比赛，在第三节结束
时还落后对手19分的情况下，辽篮在
第四节祭出全场紧逼，史蒂芬森也难
得地在防守端全情投入，球队不可思
议地上演大翻盘。前30轮战罢，辽篮
以20胜10负排在第三名。

受到疫情影响，辽篮直到 5 个月
后才迎来常规赛第31轮，而此时史蒂
芬森和巴斯都已经不在球队。辽篮
在复赛后开局四战三败，直接导致主
帅郭士强下课。此时的辽篮已经被
逼到了悬崖边上，如果按照这个趋

势，不仅“争四”无望，而且要面临着
被挤到第七名的危险。幸运的是，

“杨鸣+马丁内斯”组合保证辽篮平稳
度过危机，在后 12 场比赛拿下了 11
场胜利。由于广厦队意外负于深圳
队，而广东队击败北京队，辽篮在最
后时刻幸运地回到了第三名。

本赛季辽篮在常规赛的表现异
常挣扎。常规赛前30轮，球队最长的
连胜也不过 4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师弟”始终游离于球队的攻防体系
之外。而且，当他和郭艾伦同时在场
上时，往往是一个人打球，另一个人
站着看，效果相当于1+1<1。

联赛重启之后，梅奥个人能力虽
然不如“师弟”，但他很好地融入了辽
篮这个团队。尤其在换帅之后，教练
组对郭艾伦的使用更加灵活，保证了

球队第二阵容的攻击力。同时，以贺
天举为代表的投手群开始复苏，辽篮
在面对弱队时再也没有阴沟翻船，赢
下了所有该赢的比赛。能以第三名
的身份进入季后赛，对辽篮来说是一
个相当理想的结果。

但也应该看到，和上赛季相比，
辽篮的成绩出现了明显下滑。46 轮
常规赛，他们被广东队和新疆队双
杀，三度负于同组的广厦队，两次负
于同组的浙江稠州队，面对北京队也
只有一胜一负……在与积分榜前六
位的对手较量中，辽篮仅取得 4胜 10
负，这足以说明辽篮打硬仗的能力有
所下降。尽管第三名意味着辽篮进
入了相对舒适的下半区，但从常规赛
的表现来看，辽篮想要突破季后赛的
每一轮，都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

辽宁男篮常规赛盘点

过程一波三折 结局相当完美
本报记者 李 翔

山东鲁能泰山队的费莱尼上演
头球帽子戏法，上海申花队祭出杨旭
和金信煜的双高组合，还有董学升在
河北华夏队中的作用，江苏苏宁队桑
蒂尼的发挥，中超联赛首轮的最大观
感，“高中锋战术”开始全面复活。

上海申花队上赛季后半段连续
拿分成功保级，与韩国高中锋金信
煜的出色发挥密切相关。本赛季引
进杨旭，锋线实力无疑更加增强，首
轮联赛“双高战术”尽管未能奏效，
但不是战术本身的错，而是如何更
进一步发挥这种战术威力的问题。
高中锋的作用在于担当进攻支点和高
空轰炸，他们的身边需要具有穿插能
力和传中能力的僚机。山东鲁能泰山
队逆转大连人队的比赛中，不管是上
演“帽子戏法”的费莱尼抑或是下半时
替补出场的郭田雨，都能够说明问
题。大连人队所取得的进球，龙东所
采用的也是最简单的高中锋战术。

江苏苏宁队之所以能以4∶3逆转
河南建业队，也是在特谢拉、埃德尔先
后上场后，他们围绕高中锋桑蒂尼做
文章，彼此搭台，把进攻效力最大化。

上赛季天津泰达队引进的是德国
高中锋瓦格纳，虽然在赛季之初有过
进球荒，但后来他渐入佳境，不仅连续
进球，还扮演起球队进攻组织者的角
色，天津泰达队不用为保级发愁，还成
为联赛黑马，与瓦格纳的表现关系很
大。但这个赛季瓦格纳因故无法归
队，双方无奈解约，天津泰达队找来肖
智替补，只是补了锋线，漏了后防，败给
上海上港队，防线支离破碎。

广州富力队无疑吃了大亏，他们
放走了高中锋肖智，少了这个支点，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扎哈维
的作用，联赛最佳射手能力再强，但
缺少了高中锋庇护，完全暴露在对方

防守火力下，双拳难敌四手，扎哈维
这场比赛踢得颇为不顺，结果广州富
力队被深圳队以3∶0当头棒喝。

或许有人认为，高中锋战术显得
有些简单也很粗暴，但异常实用这点

必须承认，特别是在赛程相对密集的
赛会制比赛中，高中锋战术或已成为
各队的必备战术，高中锋也是球队必
备之人，这也许将更进一步引领整个
中超联赛战术体系的发展。

欧陆烽火

尤文图斯队的九连冠果然如期
而至，北京时间7月27日，尤文图斯
队以2∶0击败桑普多利亚队之后，提
前两轮加冕意甲联赛冠军。连续 9
个赛季坐庄，尤文图斯队在意甲彰显
了强大的统治力。C罗锦上添花，在
这场比赛中攻入一球，31粒联赛进球
追平了前辈尤文图斯球员博雷尔在
1933-1934赛季创造的尤文队员意
甲单赛季进球纪录，联赛还在继续，
C罗也继续在破纪录的路上。

C 罗的进球非常精彩，尤文图
斯队在上半场最后一分钟获得禁区
外间接任意球，皮亚尼奇没有直接
吊向禁区，而是一个地滚球分给无
人盯防的C罗，C罗得球后抽射，皮
球穿过所有防守队员打入球门右下
角。但下半场比赛 C 罗也小有失
望，队友桑德罗禁区内被踢倒获得
点球，C 罗踢出的点球打在横梁上
弹出，他本赛季100%的点球命中率
就此终结。

主帅萨里赛后对这个冠军表示
肯定：“夺冠不像在公园里散步。这
是漫长的、艰难的、充满压力的一个

赛季，这支球队在连续 8 次夺冠后
有保持饥渴度和继续前进的决心，
这是值得称赞叫好的。”

这也是 C 罗职业生涯的第 32
个冠军，赛后C罗表达了自己的感
谢之情：“这个冠军献给所有尤文
球迷，特别是那些遭受过或者正
在遭受新冠疫情的人，这场疫情
令我们为之震惊，它改变了世界
的状况……你们的勇气、态度和决
心是我们在冠军争夺战和最终夺得
意甲冠军最需要的力量。”

1985 年出生的 C 罗其实是可
以被称为“老将”了，按道理说，这个
年龄的足球运动员也到了走下坡路
的时候，但 C 罗的能力似乎仍然在
增长。事实上，C罗在 30岁之后依
然扮演着冠军收割者的角色，据统
计，他在30岁之后已经获得了14座
冠军奖杯。其中欧冠3座、世俱杯2
座、欧洲超级杯2座、意甲2座、西甲
1 座、西班牙超级杯 1 座、意大利超
级杯1座、欧国联1座、欧洲杯1座。

明年 2 月 5 日，C 罗将年满 36
岁，他的传奇仍在继续。

C罗依旧是那个冠军奖杯收割者
本报记者 黄 岩

头球就是力量 高中锋战术全面复活
本报记者 黄 岩

尤文图斯队球员C罗（右二）在进球后和队友庆祝。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上海上港队球员胡尔克（中）在比赛中与天津泰达队球员刘洋（右）争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