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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烽火

LIAONI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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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农信系统升级停业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能够更好地为您提供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经向相关监管部门报备，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农

商行）将于 2020 年 8 月 7 日 17:00 至 2020 年 8 月 10 日 9:00 进行系统升级，其间各营业网点及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ATM 等其他服务渠道暂停办理各项业务，暂停社（行）内外各渠道银行卡（存折）业

务。请您提前做好资金使用安排，如有疑问请致电客服热线96888（外省加拨024）或者关注官方微信

公众号、官方网站查询相关信息，具体业务启停以当地网点公布时间为准。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更为安全、便捷、贴心的服务。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对本公告内容享有最终解释权与执行权，请广大客户不要轻信任何第三方机

构或个人发布的非官方信息，谨防金融诈骗。

特此公告。

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20年8月6日

封路通告
因省道S102沈海线杨柳河大桥、小河沿大桥、桥面中修工程施

工，定于2020年8月9日至2020年11 月15日对沈海线K157+176至
K157+888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全封闭路段长0.712公里。

绕行路线：
1、鞍山、岫岩至盘锦、大石桥方向：沈海线➝黑大线➝海欢线。
2、盘锦、大石桥至鞍山、岫岩方向：海欢线➝黑大线➝沈海线。
施工期间请一切过往车辆根据封路公告指示绕行，请一切过往

车辆和行人注意安全，特此通告。
海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鞍山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2020年8月6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盘锦超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工行辽宁省分行收购的盘锦超越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

3991.64万元，其中本金 2927.15万元，利息 1064.49万元。(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贷款方式为抵押和
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保证人为深超越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王佰春、李振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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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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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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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0日

遗失声明
▲锦州婧银饲料有限公司公章丢失，特此声明。

▲锦州婧银饲料有限公司财务章丢失，特此声明。

大连集美生物热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杜连坤、孙海宝、大连华
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泓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张
忠琦、阎巧、大连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夏斌、张红岩、大
连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大连冠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
连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中海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大
连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赵有江、孙宇：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州
支行（以下简称“我行”）于2020年4月24日与大连京都风情小镇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210213MA0YKR8B1E）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将我行下列债权：

（1）我行对大连集美生物热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债权及
杜连坤、孙海宝、大连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担保
权。【（2018）辽0213民初3742号民事调解书确定】

（2）我行对大连泓远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张忠
琦、阎巧、大连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的担保权。
【（2018）辽0213民初6599号民事调解书确定】

（3）我行对夏斌的债权及张红岩、大连华夏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承担的担保权。【JKHT20180035016 号《个人借款合同》、

DB20180193713号《个人借款保证合同》、DB20180193674号《个
人借款保证合同》确定】

（4）我行对大连冠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大连诚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的担保权。【（2018）辽 0213 民初 7537
号民事调解书确定】

（5）我行对大连中海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债权及大连诚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的担保权。【（2018）辽 0213 民初
753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

（6）我行对赵有江的债权及孙宇承担的担保权。【（2018）辽
0213民初3740号民事判决书确定】
依法转让给大连京都风情小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债权有关
的从权利等其他全部权利也一并转让，包括但不限于转让方已缴
纳的诉讼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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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风情小镇文化
旅游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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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支行

2020年8月10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沈阳新大地陶瓷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收购的沈阳新大地陶瓷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债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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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债务减免或其他处置方式（整体或单笔债权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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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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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0日

序号

1

2

合计

本金

2770.00

4500.00

7270.00

利息

377.74

881.71

1259.45

债权总额

3147.74

5381.71

8529.45

抵押物

位于秭归县茅坪镇平湖大道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位于法库县经济开发区的房产、土地使用权及设备

保证人

秭归县阳光国贸有限公司、南阳新大地陶瓷有限公司、郭伟斌、范金国、黄秀姐

南阳新大地陶瓷有限公司、郭伟斌、范金国、黄秀姐

公告

“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辽宁省融

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更名后，业务主体和法律

关系不变，原“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各类文

件、签订的合同协议继续有效，原“辽宁省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所有债权债务均由更名后的“辽宁省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承继。

特此公告。

辽宁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8月7日

挑
战

CBA总决赛

欧冠出局无缘八强，无疑
令尤文图斯队本赛季意甲冠
军的成色大减。主教练萨里
再不走，C罗就要走了。但是
对尤文图斯队来说，没萨里可
以，没 C 罗不行。于是，换帅
就成了必须要进行的操作。
宣布萨里下课之后，新教练的
人选可以说大得人心，巨星皮
尔洛捧起了尤文帅印。

现年 41岁的皮尔洛球员
时期曾于2011年至2015年代
表尤文图斯出战，其间代表斑
马军团出场164次打入19球，
为球队赢得了4座意甲冠军、
1座意大利杯冠军以及2座意
大利超级杯冠军。此外，他还
是意大利 2006年夺得世界杯
冠军的中场主力球员。

作为球员，皮尔洛荣誉无
数，而且作为中场大师深受球
迷喜欢，但当主教练，特别是
豪门俱乐部一线球队主教练，

皮尔洛还是第一回。要知道，
仅在 10 天之前，皮尔洛才被
任命为尤文图斯 U23 队主教
练，只是危难之际，他不承担
谁来承担呢？

尽管执教生涯基本是一
片空白，但尤文图斯俱乐部官
方表示，相信皮尔洛有能力带
领一支专业而有才华的球队
去追求新的成功。大家很容
易把皮尔洛和瓜迪奥拉、齐达
内放在一起比较，后面两人退
役后都在母队执教并取得过
巨大成功，然而比起瓜迪奥拉
和齐达内，皮尔洛的情况又有
不同，他此前从未有过任何真
正意义上的执教经验，现在直
接开始带一支联赛已经九连
冠、关键球员年龄偏大的球
队，先不说能否创造奇迹实现
欧冠梦，单在联赛赛场，皮尔
洛在自己的第一份教练工作
上，犯错的空间都不大。

皮尔洛能比瓜迪奥拉吗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赛季之初，如果预言辽宁男篮
可以杀入最后的总决赛，恐怕没有多
少人能相信。联赛6月重启后，辽篮四
战三负，郭士强下课，球队跌入近年罕
见的低谷，季后赛的前景愈发黯淡。
但经历了换帅风波的辽篮逆势上扬，
随后12场常规赛拿下11场，在最后时
刻挤掉北京队跻身前三。接下来的1/
4决赛和半决赛，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
况下，辽篮先后淘汰了浙江稠州队和
新疆队，以一波12连胜杀入总决赛，获

得了向卫冕冠军挑战的机会。
不过，和总决赛的对手广东队比

起来，辽篮确实处于一个挑战者的地
位。在本赛季，广东队在CBA是独一
档的存在，即便在复赛后只有威姆斯
一名外援的情况下，对手也很难给他
们制造麻烦，更多的球队在面对广东
队选择了战略性放弃，能如此不战而
屈人之兵，广东队在CBA的威慑力可
见一斑。而辽篮本赛季一直磕磕绊
绊，从实力而言，这次“辽粤大战”并不

是一场对等的较量。
如果回顾历史，辽篮和广东队的

差距还要更大。广东队是“九冠王”，
是 CBA 联赛 25 年历史上最成功的球
队。辽篮虽然此前七度杀入总决赛，
但只有一次夺冠。辽篮唯一可以称得
上占优的，是双方季后赛交手战绩以
14胜11负领先，但那主要还是因为广
东队最辉煌的时候正逢辽篮低谷，双
方在季后赛相遇的机会不多，因而这
个数据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平心而论，能够打破季后赛不胜新
疆队的魔咒突破半决赛，对辽篮而言已
经是超额完成了任务，总决赛面对志在
成为“十冠王”的广东队，辽篮的心态可
以说是“输了不亏，赢了血赚”。要知
道，站在万众瞩目的总决赛舞台，向阵
容超级豪华的“巨无霸”广东队发起挑
战，这个机会不是谁都能得到的。所以
对于接下来的两场或者三场比赛，辽
篮不妨抱着向“九冠王”学习的态度，
好好享受这次总决赛之旅。

三轮仅取1分，这中超联
赛第四轮比赛，大连人队总该
赢了吧。可是，遇上的偏偏是
上海申花队，上赛季曾经执教
过大连队的崔康熙说：“我对
大连人队非常熟悉。”可见，8
月 10 日这场比赛，大连人队
仍然是弱势的一方。

但把自己摆在弱势的位
置，也许会有更好的心态去拼
对手。谈到这几天在心理上
如何调整时，大连人队主教练
贝尼特斯表示：“输球，大家在
情绪上都受到了影响，但同时
说明大家都很在乎比赛，情绪
上有波动正常，我们要把这种
情绪变成积极的力量。”

两队最大的差别，可能
就是在首发阵容上，上海申
花队首发阵容平均年龄在
中超中最大，队中多是知名
老 将 ；而 最 年 轻 的 那 支 队
伍就是大连人队，阵容很多
是 U23 年龄段的球员，很多
人甚至叫不上名来。过去
三场比赛，大连人队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为年轻的稚嫩
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贝尼特
斯表示：“我们已经跟两支
上赛季前五的球队交过手，
在比赛中显示出了竞争的
态度。这是非常艰难的一
年，但我们年轻的球员一直
在拼搏，这让我非常欣慰，
希望他们继续把劲头保持

下去。目前这种赛制，通常
没有太多时间准备比赛，我
们能做的，就是让球员好好
恢复，控制好训练量，在细
节上做出调整。打过的三
场比赛，我对球员的态度感
到满意，我们现在要做的就
是继续努力，保持好现有的
好态度，在努力学习、提高
和赢球之间找到平衡。”

不过想在上海申花队身
上拿分可不容易，上赛季崔康
熙执教上海申花队后，先后在
足协杯半决赛和中超联赛中
两次战胜大连队，可以说很有
心得和自信。当然，谈到这场
比赛还会保持低调：“去年的
战绩对今年没有意义，两队都
发生了变化，我们对目前这支
大连人队的战术做了分析，比
赛中要压制对方的优势，发挥
自身的长处。”

从某种程度上，上海申花
队也是一支“大连队”，阵中
大连籍球员多达 9 人，从大
连人队直接转会的秦升、赵
明剑因为回避条款不能登
场，但冯潇霆、杨旭、于汉超、
孙世林等球员都有登场机
会。冯潇霆表示：“回到大连
很开心，大连人队现在非常年
轻，比赛打得有朝气，这个组
的每支球队都有强劲实力，我
们要认真对待每场比赛，全力
以赴去拼每个对手。”

大连人队努力“寻找平衡”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 李翔报道
8月8日是全国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辽
宁省“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在沈阳举行，共有十余个全民健
身团体、数百位市民在启动仪式现场进
行了展演。

8 月 8 日上午，辽宁省“第十二个全
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在主会场沈阳奥体
中心外场东区足球场举行启动仪式，在
沈阳万柳塘公园、沈阳北陵公园、沈阳劳
动公园、沈阳秦开广场，以及省内其余
13座城市标志性建筑、标志性运动场地
前设立分会场。

辽宁省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启动仪
式，即“起动辽宁”，是辽宁省十大全民健
身系列品牌活动之一。省体育局主办

“起动辽宁”活动，旨在发展体育运动、增
强人民体质，号召更多市民踊跃参与到
全民健身活动中来，强健身体，共同抗击
疫情，推动我省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开
展，推进“运动辽宁”及体育强省建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全省每年开
展县区以上有组织的全民健身活动超过
2000场。

“全民健身应该融入市民的日常生
活，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现代人
的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都很大，健身活
动有助于释放压力。因此我们还是号召
市民找一项自己热爱的运动投入进来，
享受运动的快乐，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
生活一辈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辽宁
省体育局负责人如此表示。

辽宁省“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辽篮杀入总决赛已经超越自我

抱着学习态度挑战九冠王
本报记者 李 翔

随着广东队在决胜
场88:85力克北京队，
2019-2020赛季中国
男 子 篮 球 职 业 联 赛
（CBA）的总决赛参赛
队全部产生。在 11 日
开始的总决赛，辽宁男
篮将挑战“九冠王”广东
队，这也是时隔12年之
后，双方第二次在总决
赛相遇。

8月7日，辽宁本钢队淘汰对手晋级决赛。现场辽宁本钢队球迷兴奋地举起“总决赛，我们又来了！”的牌子。 新华社供片

8月8日，沈阳市民用精彩的展演迎接第十二个全民健身日。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