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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沈阳
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债转股资产进行处置，我公司持
股金额为21834万元，持股比例为32.22%。具体情况如下：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零部
件）是我公司持有的政策性债转股企业，营业期限自 2003年 6
月26日至2053年6月25日；法定代表人：董晓波；注册地址：沈
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 38 号；注册资本 67772 万元；实收资本
67772 万元；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销售，产业投资（法律法规
禁止及应经审批而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投资管理、汽车零部
件技术开发，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主导产品为海狮轻型客车、
各种轻型车前后桥总成、扭杆、车轮总成、车轮轮胎总成、压盘
总成、离合器总成、纵梁和燃油箱等上百个品种。

欲了解股权资产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

chamc.com.cn）
处置方式：产权交易所转让、协议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
1.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且以下人员不能购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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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同意并配合转让方完成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审批及征求
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其他股东行使优先权等手续。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10月19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股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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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债转股协议、股权转让协
议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476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联系人：邹先生
联系电话：024-86284760
联系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宁山中路142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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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沈阳金杯汽车零部件工业有限公司股权资产处置公告 注销声明
葫芦岛市海博音响灯光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211400000044872 ，经
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债
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申报债
权。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注销，特此
声明。

地址：葫芦岛市连山区太康路 2号楼四
层6号

联系人：高敏 联系电话：15040933188
葫芦岛市海博音响灯光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9日

遗失声明
赵 福 海 警 官 证 丢 失 ，警 号 ：

2101505，声明作废。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0 月
16 日下午，“跑遍中国”线上马拉松
系列赛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北京
举行。包括辽宁在内的全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跑友，将展开一
场在线切磋。

“跑遍中国”线上马拉松系列赛
是中国田径协会首次主办，携手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主管部
门共同打造的线上+线下全民健身
IP，通过贯穿全年 365天的千余场赛
事，以创新融合的赛事，吸引人们参
与跑步健身活动。

发布会上，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
蔡勇表示，“线上体育锻炼模式有效
规避了传统赛事因场地有限带来的

地域及人数限制、因比赛难度带来的
参赛门槛、因人员聚集带来的防疫风
险，通过更加自由的线上比赛大大提
高了跑者的参与度。”

“跑遍中国”每项赛事最长为7天
窗口期，跑者可以进行不限次参赛。
参赛者每完成分赛区的首场赛事，将
获得组委会提供的“点亮礼遇”，在“跑
遍中国”的服务与指引下，用脚步在云
端点亮祖国的版图。分赛区首场比赛
后，参赛者还将获得“惊喜盲盒”，以及
水晶奖印。水晶奖印是“跑遍中国”
组委会为每一位参赛者特别定制的
完赛奖励，记录着参赛者姓名、项目、
成绩等信息。截至目前，“跑遍中国”
已有多场赛事正式上线。

辽宁跑友与全国跑友在线“切磋”

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一
字之差，区别到底在哪里？沈阳体育
学院教育学院院长李成梁教授做出
了这样的解读：“体教结合是两个主
体的结合，两个主体的独立性强，容
易存在壁垒，很难打通，工作中的协
调性成为难题。现在国家出台文件，
明确规定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一起
培养人才，一起举办赛事，不再是单
打独斗，而是融为一体，变成一家
人。”有教育界资深人士表示：“这意
味着教育部门要承担更多责任，并体
现了体育回归教育的宗旨。”

在采访中，专家、老师均关注《意
见》中的亮点。一是运动和学习不再
割裂，通俗地解释，就是在普遍增强
身体素质的前提下，要培养“学生运
动员”，而不再是“运动员学生”。“原
来只注重抓住专项运动技能，如足篮
排，学校就以这个专项技能为主。没
有体育特色的学校只是学习基本的
运动技能。现在则合在一起，突出了

‘教会、勤练、常赛’，这样可以在学生
中普及专项运动技能，让学生终身受
益。”李成梁如此表示。

《意见》提到的“一校一品”，也体

现出这种变化。著名冰雪运动专家
王石安教授2012年曾作为国家体育
总局冬管中心的工作组成员，进行了
46天的“冰雪项目青少年后备人才”
深度调研，王石安说：“当时就已经发
现，仅依靠传统体校的路越走越窄。
竞技体育人才的全面发展只有和学
校教育结合才能实现，体教融合不应
该停留在高校的层面上，而应该包括
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才是中国体教
融合发展的长久之计。当时也有‘一
校一品’的提法，就是集中物力、财
力、人力，抓一至两个优势项目，全力
打造自己的精品，突出地方传统与特
色。现在放到普通学校的体育教育
中来，一样适用。”

在记者采访的多所学校里，南京
十校教育集团河北街分校的特色是
足球，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和东北大
学的传统项目是篮球，沈阳市第二十
中学则是市内唯一开展“冰雪嘉年
华”的高中。同时，有条件的学校也
在推行“一校多品”，比如一二六中学
的乒乓球项目成绩斐然，羽毛球、花
式跳绳、国际象棋和击剑等项目也在
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知名度。

李成梁表示：“《意见》的另一个
亮点令人兴奋，那就是打通退役运动
员进入学校师资队伍的通道。这不
仅很好地解决了退役运动员职业生
涯规划问题，同时对体教融合的‘常
赛’提供了有力支撑。”刚过去的这
个周末，王石安教授作为中国滑冰协
会培训委员会顾问，主持了“退役运
动员中级滑冰指导员线上培训”工
作。王石安介绍：“共有 241 人参加
培训，甚至包括刘秋宏这样的昔日国

家队名将，他们的冰上实践能力已是
顶级，现在是补上理论短板，未来他
们将作为滑冰指导员深入各级学校，
把最专业的冰上训练送进校门。”

“培养高水平的运动队伍，学校
目前的师资力量不够。体育老师会
教体育课，但在训练运动队方面水平
不行。”南京十校教育集团河北街分
校校长高武对此深有同感。开始的
时候，学校的足球课由体育老师来
上，但高武发现，当对足球感兴趣的孩
子进入校队，有进一步发展的需求时，
现有的师资力量便无法满足。“后来我
们请体校派送优秀教练帮我们授课，
今年我们还聘请一位原河南女足的球
员担任教练。教练与体育教师分开，
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高武说。

此外，《意见》中提出整合体育赛
事，让学校系统和体育系统合在一

起，做到青少年一体化，专家们为之
叫好，并表示：“这样，一个高水平、有
文化的运动员就有可能从学校里走
出，真正做到体教融合。”

李成梁以 CBA 选秀作为例证，
“今年的 CBA 选秀发出非常明显的
信号，共有 23 名 CUBA 球员报名参
选，最终来自9所大学的11名球员被
10 家俱乐部选中，为历年之最。我
是搞篮球的，2000年左右，篮球教科
书上明确写着，CUBA的目的就是从
高校培养竞技篮球人才，经过近 20
年的努力，今年才真正迈出了一大
步。”李成梁感慨道，“这就意味着，从
校园体育中挖掘、培养高水平体育人
才，今后将成为趋势”。

当然，体教融合，不仅意在竞技
体育。王石安教授深感体育是教育
教学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在青少年
成长中，体育应当发挥什么作用？从
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育教育开始，如何
搭建起校园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
通道？青少年体育技能培养、赛事体
系规划如何融通体育部门和教育部
门？这份《意见》值得教育、体育从业
人员深入研究、思考和落实。”

的确，当教育理念转变为“健康
第一”为指引时，教育、体育部门都要
在整合学校比赛、U 系列比赛、加强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
动队建设方面下功夫。畅通优秀退
役运动员、教练员进入校园授课的途
径，提升体育教师的技能培训，《意
见》中实招频出，将力促体教融合实
现“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帮助
学生在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无疑将成为体
育和教育未来的交汇点。

政策亮点频闪 新局面即将破茧

“体育”和“教育”要成为一家人
本报记者 黄 岩 李 翔

9 月下旬，国家体育总局
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
展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这是一份新时代体育、
教育领域的重大改革文件，按
照该文件，要为体教融合建立
新的工作格局，要下决心解决
一些过去在体育、教育部门实
际工作中长期存在，但一直没
有解决的难点、堵点问题，为体
育和教育工作打开新局面。

体教融合会给校园体育带
来哪些变化？推进过程将面临
怎样的瓶颈？未来会呈现出怎
样的发展态势？本报记者深入
多所学校实地采访，并就人们
感兴趣的热点话题，请多位业
内专家进行深入分析。

体教融合专题调查（一）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经过
两天 28 学时的强化理论学习和考
试，10 月 18 日，中国滑冰协会针对
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退役运动员成
为滑冰指导员的专项线上培训顺利
结束。

沈阳体育学院教授、冰雪运动
专家王石安全程负责此次培训工
作。他告诉记者：“举办此次培训，
就是为了把握体教融合带来的机
遇。这些退役运动员对滑冰项目做
出了突出贡献，现在通过培训弥补

他们的理论短板，此次培训是他们
的人生‘加油站’，未来他们将在冰
雪运动进校园等活动中大展拳脚。”

按照要求，退役国家队、国家青
年队或八一队以及各省市一级以上
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项目的运动员
可以报名参加此次培训，共有241人
参加本次培训。将退役运动员培养
成为滑冰指导员，是中国滑冰协会

“植根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充分
发挥滑冰项目高水平运动员的专业
技能，拓展体教融合新思路。

植根计划 补齐退役运动员理论短板

编者按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2020
首创置业中网业余联赛沈阳站比赛
将于 11 月 14 日举行，这是今年在沈
阳举办的水平最高的网球比赛。中
网业余联赛创办于 2009 年，是国内
举办历史最久、涉足城市最广、参赛
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强的网球赛事之
一。今年是赛事举办的第 12 年，将
进行全新升级，把提高参赛体验和传
播网球文化作为赛事重点。

据了解，2020 首创置业中网业
余联赛将在全国 7 个赛区（昆明、北
京、成都、重庆、沈阳、武汉、上海）进
行，各赛区冠军将于 12 月齐聚北京
进行年终总决赛。沈阳有良好的群
众网球基础，中网业余联赛此次登陆
沈城，将加速网球运动在沈阳乃至辽
宁的普及与发展，为广大辽宁网球业
余选手提供一个更加专业、系统的比
赛平台。

辽沈业余网球高手迎来“大赛”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10月
18 日，第三届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
在沈阳市奥林匹克公园 3 号码头落
幕。共有来自国内的 57 支代表队
608名运动员齐聚浑河，在为期两天
的赛事中“逐浪沈水”。

本次比赛共设置7个组别：老将
组、大师组、商学院组、大学组、青少
组、南北对抗组、亲子组。比赛距离
为 1000 米和 6800 米，每组分设单人
双桨、双人双桨、四人双桨、八人单

桨有舵手等小项。除清泉盛京俱乐
部、东北大学、沈阳大学等辽宁参赛
队外，来自上海、北京、广东、江苏、
陕西、福建、江西等省、市的运动队
也踊跃参赛。

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已经连续
举办 3 届，得到了国内外广大水上
运动爱好者的关注。“沈水竞渡”正
向着实现创办中国顶级赛艇赛事、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艇之都”
目标挺进。

第三届沈阳国际赛艇公开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10月
18 日，第七届辽宁骑行节启动仪式
在沈阳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省的
50支骑行队伍参与其中。辽宁骑行
节由辽宁省体育局、辽宁省总工会主
办，由辽宁省体育彩票发行中心等单
位提供支持。

近年来，省体育局以“运动辽宁”
为主线，积极组织开展了十大全民健

身系列品牌活动，辽宁骑行节就是其
中重要的一项。辽宁骑行节此前已
连续举办 6 届，每年有数万人参与，
是辽宁规模最大的骑行活动。今年
的骑行节已有 1.5万余人报名，根据
黑鸟单车 APP 提供的大数据，活动
报名区域包括全国 17 个省、96 个城
市，辽宁骑行节已成为全国骑行爱好
者的节日。

第七届辽宁骑行节启动

10月18日，在湖南省邵阳市举行的“崀山杯”2020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暨东京奥运会模拟赛76公斤级A组比赛中，湖南中联重科队选手张旺丽以抓
举 112公斤，挺举 152公斤，总成绩 264公斤获得第一名。图为湖南中联重科
队选手张旺丽在挺举比赛中试举。 新华社供片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76公斤级A组张旺丽夺冠

链接

“体教融合”理念，将引发校园体育巨变。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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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中超联赛第
二阶段争冠组 10月 18日的“上海德比”备
受期待，正因如此，双方都显得非常谨慎。
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到现场观战，却看了一
场比分是0∶0的比赛。

没有进球不意味着和和气气，上海上
港队门将颜骏凌半场结束前受伤被换下，
上海申花队前锋杨旭刚上场就领了一张黄
牌，这都说明这场比赛剑拔弩张。可以想
象，5 天之后的第二回合比赛将更为残酷
和激烈。

未能拿下比赛，对上海上港队来说不
是一个好消息。就整体实力而言，上海上
港队占优。查看两队在中超的交手记录，
上海上港队8胜3平3负，本赛季上海申花
队在第一阶段位列 A 组第四位，上海上港
队则拿到B组第一位。但淘汰赛的特殊形
式却对上海上港队不利，过去两年佩雷拉
率领上海上港队拿过中超冠军、超级杯冠
军，但在足协杯和亚冠，却被鹿岛鹿角队、
北京国安队、山东鲁能队和浦和红钻队淘
汰，不擅长打两回合淘汰赛，是上海上港队
的大问题。

“上海德比”以平局收场

上海上港队球员胡尔克（右二）在比赛中带球进攻。 新华社供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