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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省分公司对灯塔佟二堡上海国际
皮革城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收
购的灯塔佟二堡上海国际皮革城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
计债权总额 32969.16 万元，其中本金 22244.50 万元，利息
10724.66万元(截至2020年8月31日)。贷款方式为质押、抵押
和保证，抵押物为房产、土地使用权，质押物为股权、应收账
款，保证人为辽阳亚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韬蕴（上海）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韬蕴资本集团有限公司、温晓东、董赛男、陈汉
星、陈小琴、张炜、包岩丰、朱成、吕瑛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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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重组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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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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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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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
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拥有对宁波万事发进出口有限公
司、慈溪市聚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宁波神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三户的债权。截至
2014年7月21日，债权具体情况如下表：

我分公司拟对上表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境内外有意向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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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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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的关联人。

公告期：自2020年9月16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
关异议和咨询。请投资者登录华融网站查询，或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先生，联系电话：0411-83690997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11-83703826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 邮编：116011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发布日期：2020年9月16日

序
号

1

2

3

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宁波万事发进
出口有限公司

慈溪市聚英金
属制品有限公
司

宁波神盛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1.慈溪市宏发轴承有限公司；2.宁波万事发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3. 慈溪市万事发火机
实业有限公司；4.包建宏及翁丽波保证

1.慈溪市万事发火机实业有限公司；
2.柴孟山、叶惠萍保证

1.宁波万事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叶国达、刘亚儿、孙炳坤、刘亚群保证

原债权本金

4930000.00

3999998.22

4000000.00

12929998.22

原债权利息

258886.8

127404.23

107153.71

260444.7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公司债权转让联合公告

丹东强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杨和华、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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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丹

东振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8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长资辽合
字【2020】146号）,我公司对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享有的主、从债权项下的全部权
利,已依法转让至丹东振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通知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自
债权转让之日起向现债权人丹东振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及该
债权项下的其他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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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清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丹东振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借款人名称

丹东强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杨和华、张强

本金余额

14,999,398.97

利息

9,423,919.87

拍卖公告
本公司受委托，定于2020年9月

23 日 10 时在本公司公开拍卖：本溪

市溪湖区重型街23栋,其中门市房建

筑面积 1110.50 平方米，宏远农贸市

场建筑面积 3051 平方米,整体拍卖，

起拍价：10795419.52元。

有意者请在展示期内持有效身

份证件并交纳竞买保证金后办理竞

买手续。

展示日期及地点：2020年9月21

日、22日本公司及标的所在地

报名地址：本溪市平山区曙光路

12号4楼 电话：18909836263

辽宁轩泽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9月16日

资产转让公告
我中心受托对位于望花区工农

街的以下资产进行公开转让。
一、土地面积约：77618 平方米,

出 让 性 质 ；房 屋 所 有 权 面 积 约 ：
34186.54平方米。转让底价：6600万
元，保证金：100万元。

二、土地面积约：27766 平方米，
租 赁 性 质 ；房 屋 所 有 权 面 积 约 ：
9496.37 平方米（其中无证面积约：
860.43 平方米）。转让底价：1700 万
元，保证金：50万元。

请有意受让者持有效证件和保
证金到我中心办理登记手续，有意受
让者可到标的现场查看。

公告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0年9
月16日至2020年10月19日15时止。

详情请登录我中心网站。网址：
www.fsprec.net

联系人：葛先生 孙先生
联系电话：024-57679621

抚顺市产权交易中心 2020年9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
大连旅顺日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行的上级行于 2020
年 6月 22日委托辽宁中联拍卖有限公司公开拍
卖（2016）辽0212民初279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我行对你公司未受偿的债权[（2017）0212执1292
号执行裁定书确定]。经公开拍卖，买受人刘畅

（身份证号：21020419XXXXXX486X）取得上述
债权，与未受偿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等其他全部
权利也一并归刘畅享有，包括但不限于：你公司
抵押土地上存在一处第三人名下房产的土地使
用权，面积为302.34平方米。请你公司自公告之
日起向买受人刘畅履行相关法律义务。

特此通知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旅顺双岛湾支行

2020年9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
大连旅顺枫城焊接材料设备有限公司、周祥符、

刘桂芝、周广霆、刘晓辉、周广悦、于美君：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行的上级行委托鼎嘉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2020年9月8日公开拍卖我

行对你公司未受偿的债权。经公开拍卖,买受人

姜庆华（身份证号：21022519XXXXXX0837）取

得上述债权，与未受偿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等其他

全部权利也一并归姜庆华享有。请你公司自公

告之日起向买受人姜庆华履行相关法律义务。

特此通知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旅顺长城支行

2020年9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
大连荣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王成宝、王成富：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行的上级行委托鼎嘉

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8 日公开拍卖

[（2018）辽 0212 民初 1441 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

我行对你公司未受偿的债权。经公开拍卖，买受

人李龙（身份证号：22082119XXXXXX0095）取

得上述债权，与未受偿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等其他

全部权利也一并归李龙享有。请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向买受人李龙履行相关法律义务。

特此通知

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旅顺支行

2020年9月16日

分类信息专栏

招标公告
一、项目概况：1.项目地址：沈阳市于洪区西江街221号；2.项目规模：建筑面积约

255276.85平方米。
二、招标内容：1.招标范围：一期部分保温涂料、防水修复、室内大白维修工

程，包含但不限于窗户外胶开裂的修复、外墙保温涂料恢复、室内大白恢复、空调
机位地漏和防水的检查维修、屋顶和露台的防水维修。2.投标人资质要求：具有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企业资质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
业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企业资质或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以上（含二级）
企业资质﹞。

三、关于报名：1.报名时间：2020年9月16日至9月18日。2.携带材料：营业
执照副本、资质证书；被委托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类似地产工程造价
咨询业绩证明材料。3.联系人：张女士 13604021201

单位：元

首次在中甲舞台亮相3天后，辽
宁沈阳城市队就要迎来本赛季中甲联
赛的第二场比赛，对手是有“西北狼”
之称的陕西长安竞技队。对于辽宁沈
阳城市队来说，这是一次实现“进一
球、拿一分、赢一场”目标的机会，但前
提是球队必须提高射门命中率。

与梅州客家队的比赛，辽宁沈阳
城市队全场射门24次，但只有8次射
正目标，真正对对方球门形成威胁的
射门更是少之又少，最终无缘取得进
球。这样的进攻效率，显然不足以赢
得比赛。目前来看，楚穆的身体状态
并未完全恢复，暂时还无法起到支点
作用，辽宁沈阳城市队在进攻中还是
要仰仗朱世玉。

在首场比赛中，朱世玉受到梅州
客家队的重点照顾，当朱世玉拿球
时，对方不惜采用犯规战术来干扰
他。可以想见，面对球风更加硬朗的
陕西长安竞技队，朱世玉还会面对强
硬的防守。在此情况下，一方面需要
队友给予他更多支持，另一方面球队
也要在进攻端保持足够的耐心，提高
射门精度，如果出现机会，一定要把
握住。

在中甲联赛，陕西长安竞技队是
一支非常有特点的球队，作为升班

马，该队在上赛季结束时名列中甲第
九，让人刮目相看。尽管本赛季首战
该队未能全取三分，但面对江西联盛
队，该队表现出更高的技战术水准，
全场控球率达到60%。

此前接受采访时，辽宁沈阳城
市队主教练于明表示，冬训时曾与
陕西长安竞技队交过手，从比赛场
面 来 看 ，对 方 的 实 力 要 在 我 们 之
上。可以想见，16日晚上的比赛，辽
宁沈阳城市队不会轻松。

本赛季中甲梅州赛区的 5 个对
手中，唯有陕西长安竞技队在正式比
赛 中 与 辽 宁 沈 阳 城 市 队 交 锋 过。
2017 年中乙联赛，辽宁沈阳城市队
客场 1∶2 告负，主场 3∶1 赢球；2018
年中乙赛事中，辽宁沈阳城市队客
场 1∶1 逼平对手，主场凭借祝一帆
的绝杀球以 1∶0 获胜。在正式比赛
的交锋记录上，辽宁沈阳城市队以2
胜 1平 1负略占上风，这对于球队而
言是一个心理优势。在完成中甲首
秀之后，希望辽宁沈阳城市队可以继
续改写历史。

约战“西北狼”

城市队需提高射门命中率
本报记者 李 翔

“我们学校 2013 年秋季建成招
生，2014年10月组建了足球队。当时
我看这块场地挺好，觉得不让孩子踢
球怪可惜的。也是想试试，能不能通
过校园足球这条路，培养出一些能走
职业化道路的孩子。”谈起6年前该校
足球刚起步的情景，南京一校长白岛
一分校副校长陈雷记忆犹新，“那个时
候，《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还
没有出台，除了几家有足球传统的学
校还在组队训练，沈阳没有其他搞校
园足球的学校。”

作为沈阳市和平区文旅体事业发
展中心的足球教练员，丁宁也是从那
时开始，一头扎进南京一校，成为该校
长白岛一分校足球队的主教练。他告
诉记者，建队时只有 20 多个孩子参
加，家长大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让孩
子先试着练。“都是零基础的学生，刚
开始训练时还偷懒。等他们真正爱上
足球，就不觉得累了。孩子们在操场
训练，家长在外面看着，我们就用这种
方式改变了很多家长对足球的偏见。
后来有毕业生家长对我们由衷地表示
感谢，足球丰富了孩子的校园时光，这
是孩子成长中的宝贵经历。”

如今，丁宁带的第一批队员已经
小学毕业，其中有两个男孩进入辽宁
沈阳城市队梯队，一个女孩进入长春
女足梯队。此外，6年来，南京一校长
白岛一分校足球队还向国少集训队输

送了4男1女5名队员，另有1男2女3
名队员参加过全国校园足球总营集
训。在沈阳的校园足球里，这样的成
绩非常出色。

最让丁宁感到骄傲的是，在 2016
年哥德杯比赛中，南京一校长白岛一
分校足球队杀入 U10组八强，被他们
击败的对手包括当时沈阳城市队的梯
队；接下来的1/4决赛，他们输给了后
来的冠军广州富力队梯队。“我不会为
了追求短期成绩的提升，让孩子们进
行超常规训练，也不会与职业队梯队
刻意比较，因为我们就是纯粹的校园
足球。我们球队每年都会有几个比较
突出的队员，和职业队梯队比起来，他

们的个人能力不差，甚至更强。这些
通过校园足球成长起来的孩子，职业
队非常认可。”丁宁满脸自豪地说。

正因为有如此出色的成绩，该校
2017 年被评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2019年被评为辽宁省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有了这样的“身份”，南京一
校长白岛一分校每年获得 9000 元专
项拨款。这是件好事，但这笔钱对于
发展校园足球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陈
雷算了一笔账：“现在队里有 50 多个
孩子，如果都来训练，得保证每人一个
足球，50 个足球就是 5000 元，拨款的
一多半就没了。再加上球门、护具、训
练器材……全算下来，钱是肯定不够
的。我们学校也没有多余的经费投入
校园足球，现在连队服都是家长自己
掏钱购买的。”

另外，沈阳的校园足球发展最大
的问题是如何延续，除了走专业足球
道路的孩子外，升入普通初中的同学，
面临着“小学毕业就退役”的窘境。陈
雷说：“现在沈阳除了几家有足球传统
的学校，绝大多数初中没有足球校
队。孩子升学后，马上面临无球可踢
的局面。”陈雷表示，因为有高考“指挥
棒”，校园足球在高中得到开展，但中
间“丢失”的 3 年时间，对踢球的孩子
来说是很难弥补的。

“初中断档对校园足球的发展极
为不利，大连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沈
阳市也有政策，但还需要得到落实。”
陈雷表示，如果能打破发展中的瓶颈，
他们培养孩子的心气会更足，沈阳校
园足球一定可以迎来更好的前景。

六载挥汗迎来校园足球的春天

“小学毕业就退役”窘境仍待破解
本报记者 黄 岩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2020
年9月中旬，包括教育部、中国足协等
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正式发
布，其中提出，到2022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达到95%
以上，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
数超过3000万。

该计划提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要建设八大体系，即：精心布局、夯
实校园足球推广体系；全面发力、健全
校园足球教学体系；示范引领、打造校

园足球样板体系；严格管理、做强校园
足球竞赛体系；统筹协调、形成校园足
球融合体系；激励创新、构建校园足球
荣誉体系；攻坚克难、搭建校园足球科
研体系；强化导向、完善校园足球舆论
宣传引导体系。

该计划对于足球领域的体教融合
做出了明确阐述，要求“制定统一的青
少年足球人口标准，做好运动员在校
园足球与中国足协的共同注册工作”

“整合教育、体育、足协、职业俱乐部及
国内外相关优质资源”等。

校园足球着力打造八大体系

2014 年，沈阳市南京一校
长白岛一分校成立足球队，“从
零出发”搞起了校园足球。从那
时起，本报一直关注这块孕育生
机和希望的足球试验田。几年
来，记者亲眼见证了这里怎样把
愿景化作现实，成为沈阳校园足
球的“样本”；这里怎样培养出一
批批生龙活虎的足球小将，他们
中的佼佼者跻身国少集训队、职
业足球俱乐部梯队。南京一校
长白岛一分校的校园足球何以
蓬勃发展？面临怎样的瓶颈？
从事校园足球教练工作是怎样
一种体验？校园足球的未来方
向在哪里？从今天开始，本报将
分三期报道，对这个校园足球

“样本”进行深入剖析。

辽宁沈阳VS陕西长安导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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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一个“从零开始”的校园足球样本再调查（一）

小球员在训练中。

链接

小球员体验到校园足球的快乐。 本组照片由本报记者孙海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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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2020 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拉开战幕。在男子标枪决赛中，天津
队选手马群以81米13的成绩夺冠，辽宁队选手赵庆刚以75米78的成绩获得
亚军。图为马群在比赛中。 新华社供片

男子标枪决赛马群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