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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于2020年9月24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合同编号：广发2020-
012号），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已将其依法享有的下列清单中的借款
人、担保人与其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相应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根据资产转让协议中交易

基准日（即2020年7月20日）的规定,本公告所示利息为截至该基准日所计算的
利息数额。债务人实际应支付的利息数额应计算至其全部债务清偿完毕之日
止，不以交易基准日利息为限。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作为资产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下列清单中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担保义务。

特此公告。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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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合计

借款人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辉山乳业（沈阳）销售有限公司

沈阳绿美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沈阳凯利混凝土有限公司

洛斐尔建材（沈阳）集团有限公
司

锦州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服务
有限公司

沈阳铠龙兴业锻铸有限公司

辽宁华源风力发电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辽宁忠辉新能源汽车制造有限
公司

辽宁忠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号

E3051-100-13234
（2017）沈银综授额字第000012号

E3051-100-16062

E3051-100-16058

E3051-100-16059

（2017）沈银综授总字第000026号

(2018)沈银短贷字第00038号

（2019）沈银短贷字第000038号

（2017）广银短贷字第000086号

J9154-122-15023-14018

（2017）广银综授额字第000333号

保证（抵押）合同号

（2017）沈银综授额字第000012号-担保01
DY.E3051-100-13234-1-1至-219

BZ.E3051-100-16062-1；BZ.E3051-100-16062-2

BZ.E3051-100-16058-1至-5

BZ.E3051-100-16059-1至-3

（2017）沈银综授总字第 000026 号-担保 02；（2017）沈银综授总字第
000026号-担保03；（2017）沈银综授总字第000026号-担保04；（2017）
沈银综授总字第 000026 号-担保 05；（2017）沈银综授总字第 000026
号-担保06；（2017）沈银综授总字第000026号-担保01（2017）沈银综授
总字第000026号-担保07 DY.E3051-100-16082

（2018）沈银短贷字第 000038 号-担保 02；（2018）沈银短贷字第 000038
号-担保01

（2019）沈银短贷字第 000038 号-担保 03；（2019）沈银短贷字第 000038
号-担保01；（2019）沈银短贷字第000038号-担保02

（2017）广银短贷字第 000086 号-担保 01；（2017）广银短贷字第 000086
号-担保02；（2017）广银短贷字第000086号-担保03；（2017）广银短贷
字第000086号-担保04

BZJ9154-122-15023-14018-1
BZJ9154-122-15023-14018-3

（2017）广银综授额字第 000333 号-担保 01；（2017）广银综授额字第
000333号-担保02；（2017）广银综授额字第000333号-担保03

担保人

保证人：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 抵押人：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沈阳德嘉塑料包装有限公司、沈阳凯利混凝土有限公司、杨佳宁、刘
茹、葛坤、王青海、赵冲

保证人：沈阳融信达中小企业担保有限公司、杨佳宁、刘茹、冯立伟、杨丽君

保证人：山东聚源石膏建材开发有限公司、江苏美多尼新材料有限公司、洛斐
尔建材河北有限公司、洛斐尔建材江苏有限公司、容劲光 、田新 质押人：洛
斐尔建材（沈阳）集团有限公司（名下12项注册商标） 抵押人：容劲光 、田新

保证人：孙振元、李艳冬 抵押人：锦州辽西小商品批发市场服务有限公司

保证人：孙宗志、刘秋斌 抵押人：沈阳铠龙兴业锻铸有限公司

保证人：辽宁海龙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许会忱及刘丽红、卢振玉及宋佰侠 抵押
人：付琳琳

保证人：鞍山中大机械加工制造有限公司、刘峰、于磊

保证人：鞍山市国锐化工有限公司、刘艳辉 抵押人：辽宁忠大铝业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
（单位：元）

225,101,682.16

196,354,367.85

20,000,000.00

9,977,266.96

29,110,130.37

58,500,000.00

29,900,000.00

34,800,000.00

19,900,000.00

39,849,958.52

663,493,405.86

欠息金额
（单位：元）

48,733,359.29

60,107,310.15

8,976,693.38

2,590,612.45

6,560,197.90

5,853,070.00

2,016,237.54

4,215,422.60

2,659,526.23

6,952,314.72

148,664,744.26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9 月
29 日，中国足协正式公布新一期国
家队名单，广州恒大队的归化球员蒋
光太和费南多首度入围，本期集训从
10月4日至9日在上海进行。

值得注意的是，本期国足集训名
单中包括4名U23球员，其中上海申
花队的朱辰杰和北京国安队的张玉
宁是老面孔，他们之前入选过国家
队。另外两人是山东鲁能队的高中
锋郭田雨和大连人队的右边后卫童
磊，他们凭借在中超联赛第一阶段的
表现打动了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即将

首次披上国家队战袍。
除 4 名 U23 球员外，张琳芃、刘

殿座、韦世豪、于大宝、池忠国、李磊、
颜骏凌、王燊超、吴曦、李昂、蒿俊闵、
刘彬彬、金敬道、明天、刘云、董学升、
董春雨、唐淼、曾诚等球员都是李铁
依仗的国内球员。此外，归化球员共
有4人，来自广州恒大队的蒋光太和
费南多是首度入选，另外两名球员是
之前已经代表国足出战过的艾克森
和李可。在联赛中进球效率很高、备
受期待的另一位归化球员阿兰依然
无缘国足大名单。

国足公布最新名单
4名U23球员入选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排球、
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跳水、自
行车、击剑、拳击、柔道、摔跤、蹦床、
攀岩……如此之多的比赛项目“组团
出击”，让人仿佛来到全运会赛场。
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今年国庆节假
期，国家体育总局推出的“中国体
育国庆档”系列赛事，赛事将通过
电视转播、网络直播等传播手段，
满足广大体育爱好者节假日期间
的观赛需求。

据了解，今年“中国体育国庆档”
共26项赛事，从9月26日开始，至10
月 14 日结束，各项赛事将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相继
展开。系列赛事涵盖 14 个夏季项
目、5个冬季项目、6个青少年比赛活
动和 1 个群体项目。其中有很多项
目以全国锦标赛的形式展开，比如全
国女排锦标赛、全国乒乓球锦标赛、
羽毛球嘉年华暨汤尤杯模拟赛、全国
游泳冠军赛、全国跳水锦标赛、女篮
联赛、全国三人篮球俱乐部精英赛。
这些赛事的推出，解决了今年各支队

伍缺少比赛、难以检验训练成果的难
题。对积极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各支
国家队来说，以赛代练，以赛促练，机
会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中国体育
国庆档”系列赛事在办赛形式等方面
进行了多项创新，其中冰雪项目赛事
和活动是一大亮点。

“国庆冰雪乐——中国冰雪国家
集训队队内系列对抗赛”从10月1日
开始，到11日结束，届时将在北京首
钢训练基地、吉林北大壶、吉林北山、
河北秦皇岛、四川成都5个赛场开展
冰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自由式
滑雪雪上技巧、越野滑雪、单板滑雪
大跳台、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跳台滑
雪、北欧两项 8 个项目的国内比拼，
将有近400名运动员参加角逐，并首
次向大众展示冰雪运动员夏季滑草
等训练方式。

同时，“中国体育国庆档”围绕专
业竞赛，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积极利用5G等新技术，组织开展
一系列适合大众参与的比赛和活动，

比如大众参与的冰壶“专业-业余”
配对赛，在北京、辽宁、山西、新疆、上
海、甘肃、河北等地开展16场越野滑
雪滑轮推广赛，引导大众认识冰雪运
动、参与冰雪运动、热爱冰雪运动，使
大家感受到冰雪运动新热度，为实现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贡
献力量。

除了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赛事外，

还有一系列诸如星火杯青少年篮球
赛、全国中学生排球传统校联赛、全
国青少年 U 系列冰球锦标赛 U12组
比赛、自行车亲子嘉年华、毽球比赛
等青少年、群众体育赛事和活动也将
亮相“中国体育国庆档”，为参赛者提
供广阔的展示平台。当然，除了观看
赛事之外，大家最好自己也动起来，
强身健体，快乐生活。

多支国家队赛场练兵 多项锦标赛集中亮相

国庆节假期看中国体育“大片”

地 点 日 期 参赛队伍

北京首钢 10.1-10.7 冰壶国家集训队

吉林北山 10.1-10.2 越野滑雪国家集训队

四川成都 10.9-10.13 单板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国家集训队

吉林北大壶 10.2-10.3 跳台滑雪国家集训队

北欧两项国家集训队

河北秦皇岛 10.2-10.5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

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国家集训队

9月30日，中甲联赛第一阶段小
组赛将进入后半程，辽宁沈阳城市队
将再度对阵东道主梅州客家队。可
以说，辽宁沈阳城市队在对手身上拿
分难度极大，应当考虑对主力阵容做
出适度调整。

前 5 轮战罢，位列 3 个小组头名
的都是东道主。在B组，东道主梅州
客家队以3胜2平积11分的战绩，力
压两大冲超热门浙江绿城队和贵州
恒丰队，领跑积分榜，体现出该队雄
厚的实力。不过，在度过开局阶段的
慢热后，浙江绿城队和贵州恒丰队近

几轮都有复苏的迹象。由于领先第
三名贵州恒丰队的优势只有3分，梅
州客家队不敢有丝毫大意，30 日的
比赛他们一定会全力争胜。

从整体实力而言，辽宁沈阳城市
队与梅州客家队存在一定差距。在
双方第一回合较量中，初登中甲赛场
的辽宁沈阳城市队暴露出经验欠缺
的问题，开场仅3分钟就出现防守失
误被对手打入一球，随后的比赛虽然
在控球率上占据优势，但临门一脚欠
佳，又被对手利用角球机会再下一
城。客观而言，那场比赛是辽宁沈阳

城市队上半程表现较为出色的一场
比赛，但依然无法从梅州客家队身上
抢分。两支球队再次相逢，梅州客家
队的状态和士气都处于上升期，此役
志在必得，辽宁沈阳城市队想拿分的
难度可想而知。

在此情况下，考虑到接下来的赛
程，辽宁沈阳城市队本场比赛需要对
阵容做出一定调整，给替补球员一些
机会。适度轮换并不意味着战略性
放弃，毕竟在中甲赛场上，国内球员
的实力差距不是很大，替补球员或许
还能带来一些惊喜。更重要的是，由

于赛程紧密，辽宁沈阳城市队的主力
球员已经非常疲劳，队长杨健等几人
在前 5 轮打满了 450 分钟，过度疲劳
很容易引发伤病。考虑到10月4日，
辽宁沈阳城市队要迎战陕西长安竞
技队，对球队的小组排名影响更大，
30 日的比赛，辽宁沈阳城市队不妨
把胜负放在一边，对阵容适度轮换，
放手一搏。

再战东道主抢分不易

辽宁沈阳城市队应适度轮换
本报记者 李 翔

辽宁沈阳VS梅州客家导视
DAOSHI

今日15时30分

中国体育直播

附：中国冰雪国家集训队队内系列对抗赛赛程
9月29日，在2020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以2∶0

战胜美国选手凯斯，晋级下一轮。图为张帅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供图

法网：张帅首轮晋级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9月29
日，辽宁男篮在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浑南基地球类训练馆进行了体
能测试，共有14名球员参加了此次体
测，其中 12 人顺利通过，马壮和周俊
成则需要补测才能拿到“上岗证”。

辽宁男篮本赛季共注册国内球
员 19 人，其中韩德君、李晓旭和贺天
举年龄超过30岁，张镇麟因为入选了
最新一期国家队集训，按照规定无须
参加体能测试，郭艾伦则获得了球队
唯一的免测名额。

工作人员还对辽篮球员的静态
数据进行了采集，朱荣振以 2.18米的
身高成为球队第一高度。身高 2.12
米的刘雁宇包揽原地摸高和跳起摸
高两项第一，其 3.55 米和 3.71 米的成
绩，在目前完成体测的 18 支 CBA 球
队中独占鳌头。全队肺活量最大的
球员是郭艾伦，指标为6910毫升。

辽篮14人体测
12人过关

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第三轮比赛中，利物浦队以3∶1战胜阿森纳队。图为利
物浦队球员罗伯逊（右二）在比赛中破门。 新华社供图

利物浦队赢得强强对话

辽篮球员进行专项速度耐力测试。 图片由辽篮俱乐部提供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9 月
29 日晚，2020 年全国女排锦标赛进
行小组赛最后一轮交锋，在这场决定
命运的生死战中，辽宁女排以3∶0击
败广东队，以B组第三名身份晋级八
强。1/4决赛，辽宁女排的对手将是
A组第二名上海队。

本场比赛事关出线，背水一战的
广东队只能赢不能输，而辽宁女排如

果不能战胜广东队，就需要计算小分
决定名次，因此也是一心求胜。最
终，辽宁女排直落 3 局击败对手，小
组赛3胜2负，携手山东队、浙江队和
四川队晋级八强。

在另一个小组，江苏队、上海队、
天津队和福建队获得出线权。根据
赛程，9月 30日 17时，辽宁女排将与
上海队争夺一个全锦赛四强名额。

打赢生死战晋级八强

辽宁女排约战上海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