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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客户：
为向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和监管规定，我行于2020年10月29日起陆续在辖内分支机构启
用“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并打印于我行签署的信贷业务相关的
合同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上。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形状为椭圆形，内部包含我行机
构名称、印章章名和业务验证码。印模颜色有红、蓝、黑三种，
具有同等效力。其中红色印模样式示例如下：

本次启用的各分支行印章具体名称如下：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和平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
阳沈河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东
陵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于洪支
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皇姑支行信

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南湖支行信贷合
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滨河支行信贷合同专
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西支行信贷合同专用
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浑南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大东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苏家屯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沈北新区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辽中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民市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法库县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康平县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
北陵支行信贷合同专用章。

二、我行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与我行的实物印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三、我行的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均含有22位的业务验证码，
您可通过我行网站http://www.abchina.com进行验证。除业务验
证码以外，我行启用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打印的法律文件中还带
有水印等防伪标志。凡通过业务验证码验证不通过的，或者无上
述防伪标志的，均为无效印章，非我行真实意思表示。

如果您对以上内容有疑问，敬请垂询我行营业网点。感谢
您的支持和理解！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2020年10月29日

封路通告
因辽宁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隧道提质升级改造，需

对集本线（G506）新开岭隧道进行全幅封闭施工，施工期
间，新开岭隧道绕行路线：碱厂-兰河峪-大石湖-南营
坊-湖里（饶盖线（G229）-滴桦线）。封闭时间为2020年
10月3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照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
志牌行驶。给沿途群众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

特此通告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8日

遗失声明
▲ 沈 阳 市 沈 鑫 印 刷 厂 财 务 专 用 章

（2101060009338）丢失，特此声明。

▲沈阳市沈鑫印刷厂法人章（2101060009340）

丢失，特此声明。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需要对沈环线阿家岭新、旧隧道及引线

处实施全幅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行经该区域时绕行，按

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标志行驶。

封闭时间：2020年10月30日至2020年11月30日（每

日18时至次日6时）

本溪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7日

封路通告
因辽宁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隧道提质升

级改造,需对集本线（G506）大凹岭隧道进行全
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大凹岭隧道绕行路线：碱
厂-桦皮峪-马架子-大四平-木盂子（饶盖
线-木桦线-柞本线）。封闭时间为 2020年 10
月31日至2020年11月30日。

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按照施工现场设置
的交通标志牌行驶。给沿途群众生产、生活带
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本溪市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0年10月28日

中国农业银行电子信贷合同专用章启用公告

一场保级关键战，一个惊心
动魄的绝杀球。10 月 28 日深圳
佳兆业队与石家庄永昌队这场
厮杀，直到第 94 分钟才分出高
下。回看进球过程，可谓电光石

火，深圳队外援塞尔纳斯前场左侧挑传禁区，苏
祖踢了一下，普雷西亚多迎球凌空抽射被石家
庄队门将邵璞亮扑出，马里快速跟进补射得手，
边裁第一时间示意马里越位，主裁判与视频助
理裁判VAR对此球进行确认，判定进球有效。

还真不能说边裁判断失误，从电视转播镜头
回放看，马里与石家庄队后卫的站位基本持平，
马里的右脚甚至迈出一步，如果不是石家庄队后
卫在跑动中右腿后摆幅过大，马里可以说难逃越
位判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VAR，怎么看都是
越位。但通过纠错挽救一支球队的命运，这不就
是VAR存在的意义吗？所以在评论区连石家庄
永昌队的球迷都是服气的：进球没毛病，VAR这
次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还有11月2日次回合决
定命运一战，石家庄永昌队还有机会。

这场比赛VAR立功了不假，但前两天争冠
组山东鲁能队与河北华夏幸福队一战，同样是
最后时刻的进球，VAR 保持“沉默”，让费莱尼
的“绝杀球”作废，引发不小的争议。

有人说费莱尼的这个进球和他在 2018 年
世界杯上绝杀日本队时的进球如出一辙，其实
细细辨别，两个球还有些不一样。与河北华夏
幸福队的进球，费莱尼在起跳争顶时手臂确实
接触到对方后卫身体，而世界杯那个进球，费莱
尼先顶到皮球，之后因为惯性才撞倒了日本后
卫。但站在当时主裁判的角度，他第一时间就
做出了进球无效的判罚。有裁判界权威人士认
为，这只有一个可能，他看到费莱尼在争顶时手
部的动作并认定为犯规。不过说实话，费莱尼
的手部动作并非有意推搡，而是起跳时的自然
抬起，判定这个进球有效、属于合理冲撞，似乎
更合情合理一些。

中国足协在随后举行的中超裁判工作会议
上结合专家评议结果认定，费莱尼“绝杀球”的
判罚为误判，没有“护短”值得称赞，但判罚毕竟
无法更改，当时主裁判和VAR的配合再细致一
些无疑会更好。如果主裁在皮球没有完全越过
球门线的瞬间便吹响哨声，那么VAR确实无权
介入。但在此次争议事件中，既然皮球最终已
经入网，VAR应该适时介入，很显然，主裁判确
实犯了一个“严重且明显的错误”。

VAR使用宗旨是啥？按照规则，主要是用
于确认进球是否有效、是否判罚点球等方面。
不过在实践中，最后决定权毕竟在主裁判手
中。从认定“费莱尼进球为好球”来看，中国足
协在要求裁判员公平、公正执法的问题上，还是
严格当先的，球迷也应该保持看待胜负的理性
和对裁判工作的宽容，误判无可避免，如何避免
误判以及误判出现后如何处理才是重中之重。

保住了绝杀
这才是VAR存在意义
黄 岩

时隔 9天，辽宁男篮与天津队迎来本
赛季第二次交手。和上次碰面时相比，天
津队的大外援托多罗维奇回来了，而辽篮
的外援梅奥也“回来”了。全场比赛，梅奥
独得 36分，同时抢到 10个篮板，送出 3次
助攻和 3次抢断，成为今天暨阳体育中心
最闪亮的明星。

自从新赛季开赛以来，梅奥的表现
就一直非常挣扎。之前 4 场比赛，梅奥
在得分这项技术统计上的数据为 15 分、
7 分、11 分和 8 分，这完全不是一个外援
应有的数据。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就是新赛季外援出场政策

的改变导致梅奥上场时间被大幅削减。
之前的 4 场比赛，有 3 场对手是以全华
班迎战，这意味着梅奥满打满算也只能
获得 24 分钟的出场时间，数据不可能不
受影响。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梅奥自身的状
态确实非常不理想。在上赛季结束之
后，梅奥虽然没有离开中国，但因为要与
辽篮俱乐部探讨续约的问题，他的训练
并不系统，而且归队时间也偏晚。对于
张镇麟和吴昌泽这样的新人，梅奥显然
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此前接受采
访时，主教练杨鸣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梅

奥现在的状态很差。
话虽这样说，但在第一阶段笃定只

能以单外援出战的情况下，辽篮对梅奥
依然非常看重。无论教练组还是队友，
都给予梅奥充分的信任，相信他可以早
日走出低谷。

本场比赛，托多罗维奇的回归客观
上也激活了梅奥，梅奥此役出场 36分钟，
获得了 21 次出手机会，比之前 3 场比赛
的总和还要多。更重要的是，梅奥此役
手风极顺，在辽篮开场打出的 23∶2 的得
分高潮中独得 11 分，队友有充足的理由
把球给到他手里，此役赵继伟和刘志轩

合力砍下的 20 次助攻，相当一部分都是
送给了梅奥。全场比赛，梅奥两分球 10
投 7 中，三分球 11 投 7 中，这完全是一个

“超级外援”的数据，他用这种方式宣告
自己的“回归”。

当然，也应该看到，天津队的防守存
在较大问题，尤其在比赛刚开始时明显对
辽篮的“闪击战”准备不足，一度游走于崩
溃的边缘，很难说有什么防守强度。因
此，梅奥此役的36分对整个赛季来说只能
算是热身，接下来，辽篮还会与青岛、新
疆、山东等强队过招，这些队伍才是梅奥
的“试金石”。

两分球10投7中 三分球11投7中

独得36分！梅奥终于“回来”了

CBA最前线

“这场比赛赢在了防守上，对手两分
球命中率 36.7%，三分球命中率 24%，还
出现了20次失误。”在对全队的防守提出
表扬之后，辽宁男篮主教练杨鸣话锋一
转，“但是今天篮板球输了，这是本赛季
头一回，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

在本赛季前 4 场比赛，辽篮场均篮
板 53 个，高居联盟第一位。但也应该
看到，此前 4 场比赛，对手全部没有大
外援，而且除了山东队之外，内线不仅
厚度有所欠缺，也没有顶级的护筐手，
这是辽篮内线可以大杀四方的关键原
因。本场比赛，天津队大外援托多罗
维奇火线归队，尽管久疏战阵，在进攻
端的效率属实不高，但他的身高和力
量给辽篮的篮下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全场比赛，托多罗维奇不仅得到 25 分、
12 个篮板的两双数据，而且还让辽篮
在他身上搭上了 14 次犯规，他一共 20
次 走 上 罚 球 线 。 韩 德 君 早 早 五 次 犯
规，朱荣振本赛季首次六犯离场，全是
拜他所赐。

平心而论，尽管本场比赛的胜负从
首节之后就失去了悬念，但裁判对于双
方犯规尺度的把握确有可商榷之处，这
对辽篮球员的心态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影
响。在第四节韩德君被吹罚五次犯规之
后，杨鸣只能换上同样身背五犯的朱荣
振。可因为担心六犯离场，朱荣振在防
守时明显畏首畏尾，不敢做动作，急得杨
鸣在场下直跳脚。即便是这样，朱荣振
还是很快吃到第六次犯规，这导致辽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把张镇麟顶到
五号位。出于对一些判罚的不理解，郭
艾伦还因为和裁判争论被吹罚一次技术
犯规。

抛开这些客观因素，辽宁男篮在第
二节和第三节出现的习惯性松懈，使得
这场大胜不够完美。“这5场比赛，坦白讲
对手都不是顶尖水平，但我们几乎每场
比赛都会出现两三段的放松，这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因为面对一些实力较弱的
球队，我们还可以把控住局势。但当面
对强队时，我们的低潮期越长，对方的高
潮期也会越长。在未来的比赛中，我们
需要避免状态起伏。”在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杨鸣实话实说。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李翔28日电自诸暨

篮板输了7个 本赛季头一遭

争锋

ZHENGFENG

10月28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
职业联赛（CBA）第一阶段第五轮比赛中，辽宁本钢队以119∶91战
胜天津先行者队。

对于朱荣振来说，本场比赛或许还无
法称为他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但绝对是值
得纪念的一场比赛。在14分4秒的出场时
间里，朱荣振7投4中，得到11分、2个篮板
和2次封盖，这也是他加盟辽篮以来，得分
首次上双。在韩德君深陷犯规泥潭的情况
下，临危受命的朱荣振拼到六犯离场，可以
说为球队的胜利尽了最大的努力。

过去 3个赛季，朱荣振出场时间非常
有限，得分上双的场次更是屈指可数。作
为球队近年来最重磅的一笔引援，辽篮对
他寄予厚望，因而朱荣振得到了更多的机
会。从比赛中来看，朱荣振非常珍惜自己
的出场时间，比赛中不遗余力。2.18米的
身高，让对手在篮下颇为忌惮，即便韩德
君不在场上，辽篮依然可以保持篮下的威
慑力。此外，在与队友的配合方面，朱荣
振也渐入佳境。正如主教练杨鸣所言：

“朱荣振每场比赛都在进步，而且训练非
常刻苦，能感觉出来他有自己的想法，想
为新的球队做出贡献。希望大家给他一
些时间，毕竟来到球队时间不长，还在慢
慢融入球队。”

当然，朱荣振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
的。在进攻时，朱荣振很多时候显得操之
过急，这降低了他在篮下的进攻效率。而
且本场比赛他的罚球命中率只有 6 罚 3
中，在这些方面，他还需要继续提高自己。

朱荣振创得分纪录

28日与天津队的比赛，辽宁男篮全队
送出33次助攻，而助攻次数最多的，是首
发出场的刘志轩。统计数据显示，在刘志
轩的职业生涯里，在他单场助攻次数超过
5 次的情况下，辽宁男篮战绩为 26 胜 0
负。辽篮开局五连胜，刘志轩功莫大焉。

上赛季，刘志轩场均出战 22.1 分钟，
场均得到4.2分、1.9个篮板、2.5次助攻和
0.7 次抢断。本赛季，在出场时间只多了
不到4分钟的情况下，刘志轩的数据提升
为 9.6 分、3.2 个篮板、6.2 次助攻和 1.6 次
抢断，几乎所有数据都翻了一番。尤其值
得一提的是，刘志轩场均6.2次助攻，在队
内仅次于郭艾伦。

而且，和之前几个赛季被球迷戏称为
“拒投”相比，如今的刘志轩在进攻中显得
信心十足。本场比赛，刘志轩为辽篮贡献
了国内球员最高的 14 分。本赛季，刘志
轩场均出手次数和命中次数均较以往暴
涨，此前 8 个赛季，刘志轩单赛季最高的
场均得分为6.9分，如果能保持这个势头，
刘志轩很有可能会刷新个人纪录。

刘志轩的爆发并非毫无征兆，在张镇
麟加盟后，刘志轩彻底从三号位解放，回
归老本行后卫线，这让他可以更好地发挥
自己的优势，规避自己的短处。众所周
知，在高诗岩离队的情况下，辽篮后卫线
人员储备已经不算雄厚，刘志轩的存在，
让辽篮在国产“双子星”之外，又拥有一个
出色的后卫。

刘志轩成关键先生

10月28日，在中超第二阶段争冠组半决赛首
回合比赛中，北京国安队0∶0战平广州恒大队。
图为北京国安队球员张玉宁（右）带球突破。

中超：国安战平恒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