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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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从银行收购的鞍山诚进贸易
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进行处置，资产分布地区为鞍山市，4户债权共涉及本金2556.98
万元，债权总额为7007.69万元（利息截止日期：2020年10月15日）。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

该4户债权抵押物位置较好，交通便利，有很高的投资价值。
欲了解债务人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组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或其他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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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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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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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鞍山诚进贸易有限公司等
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遗失声明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行收购的营口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
权总额3896.67万元，其中本金2900万元，利息996.67万
元(截至破产裁定之日)。贷款方式为抵押和保证，抵押
物为房产、土地，保证人为营口华益电力建设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营口电建杆塔制造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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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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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营口电力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收购的
大石桥市棉麻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1693.24
万元，其中本金537万元，利息1156.24万元(截至2020年
10月10日)。贷款方式为抵押，抵押物为林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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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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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
大石桥市棉麻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债务人
鞍山诚进贸易有限公司

鞍山市金石榴连锁商贸有限
公司

鞍山市江华物资有限公司

鞍山北美新热电环保有限公
司

本金
799.98

179

528

1,050

2,556.98

利息
344.95

481.53

1,980.68

1,643.55

4,450.71

债权总额
1,144.93

660.53

2,508.68

2,693.55

7,007.69

贷款方式
保证、抵押

抵押

抵押

保证

▲车牌辽H085C挂营运证丢失作废。

▲朱恩洪位于滨河湾小区26号2-6-1的房屋增加面积款收据

丢失，1927.74元，声明作废。

封路通告
因大石桥市岫水线青花峪铁路段改造工程的施工需

要，需在大石桥境内青花峪铁路两侧共22米范围内的路面

施行半幅封闭；封闭期限为2020年10月15日至2020年11

月30日。

特此通告

大石桥市交通运输局

营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10月20日

单位：万元

体教融合政策落地，体育课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环节。“从小学到高中
毕业，上了 12年体育课，却很难真正
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很长时间以来，
这种现象在学校体育教育中并不少
见。一堂好的体育课，不仅有利于学
生强身健体，还能使学生通过体育课
热爱运动，让运动成为他们的一种生
活方式。

“一堂好的体育课分为3个部分：
准备部分、基本部分和结束部分。准
备部分要点名、讲述本堂课内容；基
本部分要复习上节课内容，学习本节
课内容；结束部分要概述本堂课过
程，监测学生心率波值，总结学生本
节课的锻炼效果。”东北大学体育部
副主任孙玉宁对记者说。

对于学校体育课来说，上述 3 个
部分必不可少。在具体教学过程中，
每位体育老师也都注入自己的理
解。著名冰雪运动专家王石安教授
的教学生涯始于在黑龙江工学院担
任体育老师，他回忆说，当时他上课
前认真准备讲义，每堂课都融入一个
体育游戏，既调动大家的兴趣，又使
学生从身体的惰性中摆脱出来，为后
续的练习热身。“但我更注重的是动
作示范环节，与其他科目的老师不
同，体育老师必须身先士卒，完美的
动作示范让学生的视觉和听觉产生

‘同步活动’，能起到很好的鼓舞作
用，教学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王石安教授上大学时是黑龙江
省十项全能纪录保持者，当上大学老

师后，教背跃式跳高依然得心应手。
“做示范的时候，我不用长助跑，3 步
之后就能轻松跳过1.60米，学生们往
往目瞪口呆，我还没落到垫子上，掌
声已经响起来。示范之后，我把横杆
放到1.10米的高度，耐心地从踏跳动
作开始，一点一点引导学生规范手臂
动作、腿部动作和头部动作，学生们
乐于接受这样的示范教学。时代虽
然在变化，但体育老师做好课上示范
的传统，应该继续保持和发扬。”

体育运动是一门科学，讲究方
法、技术与技巧。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很多体育老师都有自己的“绝活
儿”。沈阳市一二六中学体育老师谭
云峰授课的要点就是“基础化”和“多
元化”。“首先就是一定要把基础打
好。教学可以慢一点，不能急。当孩
子的运动能力达到一定程度，运动对
他们来说就不是困难，而是一种挑
战。至于多元化，就是在课堂上要不
断拿出新鲜的内容，让学生感到有
趣。”谭云峰说。

“有趣”确实是体育课的重要命
题，因为无论中小学还是大学，体育
课教学都必须把握住学生的“脉搏”，
避免让学生感到枯燥。一二六中学
初三学生林诗琪的话很有代表性：

“我们喜欢老师和我们互动，老师在
前面教，我们在后面学，不会的地方
可以随时问老师。这样的体育课气
氛很好，我们能学到东西。”

在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想要上
好一堂体育课，对体育老师的教学艺

术提出了更高要求。“老师要以身作
则，体育老师应该充满对运动的渴
望，带给学生新鲜感和积极向上的力
量，感染学生。他们应该了解每个
班，每个同学的个体差异，从而调整
上课计划和运动量。教学过程中因
地制宜，根据教学要求设置教学内
容，不能千篇一律，也不能敷衍了
事。”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体育和卫
生主任刘洋说。

学生有学生的想法，但老师也不
能完全由着学生的性子来。学生喜
欢自由活动，老师则必须掌握好这个

“度”。刘洋告诉记者：“学生普遍喜
欢游戏项目，喜欢球类项目，甚至喜
欢‘放羊’，不喜欢枯燥地跑圈。如果
把一堂课安排满，全是教学内容，就
失去了让学生‘练’的机会。精讲多
练，适当拿出一些自由活动时间让学
生玩，才能达到体育课的效果。”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体育老师吕
浩田今年7月从东北师范大学体育教
育专业毕业，与他教的高中学生年龄
相差不大，他经常要面临与学生“斗
智斗勇”的情况。“对学生，我的原则
是，只要我提出的要求能达到，我就
会信守承诺，每节课安排5到10分钟
自由活动时间，但也根据课堂内容来
定。这主要是怕学生感到乏味，体育
课的宗旨还是让学生自己动起来，老
师只是引导者。我的体育课，就是希
望大家都活动起来，从体育锻炼中感
受到乐趣。”

蔡元培先生曾说：“完全人格，首
在体育。”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先
生则更是直言：“不懂体育者，不可当
校长”。可以说，体育教育是让青少
年形成健全人格的不二选择。在青
少年成长过程中，身体锻炼、意志锤
炼同样非常重要。上好体育课，除了
锻炼身体，更可以培养孩子的意志品
质、团队合作能力、沟通能力等，让孩
子更加健康开朗、积极向上。

上好一堂体育课并不容易，一位
体育老师发自肺腑地表示：“其实我
们体育老师不只是教体育，我们更注
重培养班级的凝聚力，教孩子们做人
的道理。”南京十校教育集团河北街
分校校长高武也向记者表达了同样
的思路。体育老师不容易，要给他们
更多的尊重和理解，让他们有足够的
空间施展拳脚。

寓教于乐 科学性趣味性是标配

好的体育课潜移默化塑造人格
本报记者 黄 岩 李 翔

体教融合专题调查（二）

链 接

日前，山东青岛一所中学让体育
老师当班主任，遭到家长的反对和投
诉，引发广泛关注。

事实上，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引发
争议，反映的是社会思想观念和现行
教师评价体系的问题。很多人认为，
体育不是主课，体育这门课学得好坏
甚至学不学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无疑
是走入观念的误区。教育部颁布的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指出，班主
任是中小学日常思想道德教育和学生
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要努力成为
中小学生的人生导师。可见，班主任
的人选，不应该“唯分数论”。

经了解，青岛市那位担任班主任
的体育老师是该校体育教研组组长，
是学校骨干教师，拥有10余年的教学
经验，当班主任并无不妥。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
五育并举，五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与劳动教育。在10月16日教育
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人士谈
及“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被投诉”时表
态，希望体育老师当班主任不再是问
题，能成为一个时尚。“体育老师当班
主任”能否成为时尚，取决于学生、家
长、老师和学校的共同态度。

体育老师当班主任 你怎么看
本报记者 黄 岩

体育课上的球类运动，男生女生都喜欢。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辽宁男篮球员郭艾伦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供片

尽管遇到了一些波折，但辽宁
男篮在 CBA 新赛季首轮比赛中始
终占据优势，以 121∶108 击败天津
队，取得新赛季开门红。值得一提
的是，本场比赛也是杨鸣首次以主
教练身份率队参加CBA比赛，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杨鸣同样取得了自
己教练生涯的开门红。

上赛季复赛后，时任辽篮主教练
郭士强离职，杨鸣成为替代者。不过
由于没有相应的教练员资质，杨鸣只
能以中方教练组组长的身份坐在替
补席上，由战术教练马丁内斯代行临
场指挥职责。通俗地说，根据规则，
杨鸣上赛季只能坐着指挥，这个赛季
他终于可以站起来指挥。

比赛开始后，杨鸣与球队均迅
速进入状态，辽篮开局很快就建立
起两位数的领先优势，在第二节一
度领先对手30分左右，天津队主教
练刘铁大多数时间安静地坐在教练
席上，而杨鸣一直在场边踱步，在攻
防中不时大声提醒队员。队员出现
失误时，杨鸣偶尔会显示自己严厉
的一面。在一次防守中，吴昌泽出
现明显的失位，被对手将球打进。
杨鸣两眼瞪着吴昌泽，吴昌泽赶紧

举手表示歉意。
但说归说，吴昌泽的CBA首秀

不仅得到 16 分、5 个篮板，出场 39
分55秒也为全队最高，可以看出杨
鸣对他的器重。

下半场天津队疯狂追分，辽篮
频频出现失误，杨鸣没有过多地批
评队员，而是通过换人和暂停等方
式，帮助队员冷静下来。在空旷的
场地上，不时传来“艾伦，不要着
急，稳一稳”的声音。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主持
人在介绍杨鸣时出现口误，说成了

“客队主教练”，杨鸣马上进行纠
正：“我不是主队教练吗？”在被问
到担任主教练的压力时，杨鸣开始
向现场记者诉苦：“我现在头发都
有点掉了，发际线都往上了。你看
几乎和我是同龄人的刘维伟指导，
发际线都到头顶了，我希望我晚几
年变成那样。”

本场比赛，辽篮共有 11 人出
场，基本是 10 人轮换，杨鸣直言：

“56轮联赛，强度非常大，不可能只
用七八个人去应对。在今后的比
赛中，多人轮换会成为常态。”
本报记者 李 翔 19日电自诸暨

新赛季辽篮取得开门红

“杨导”CBA首秀很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