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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新观察

LIAONING 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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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天健拍卖有限公司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11月10日上午10:00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00号长城饭店17楼会议室对辽
宁伍陆柒捌科教有限公司债权项目进行公开拍卖。

截至2020年7月31日，项目债权总额为1322.23万元，其中债权本金1093.15万元。
展示时间：2020年11月3日-4日
展示地点：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00号长城饭店1501室
联系方式：徐先生 0411-88897223、13842823425
委托方监督电话：024-22518953
请有意竞买者及优先购买权人持有效证件于2020年11月9日15时前到本公司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保证金（支票以到账为准）。
注：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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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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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以及失信被
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
控制人等；以及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以及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
员；以及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不得竞买或变相竞买该资产。

拍卖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沈阳兴隆大天
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等1095户混合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6月
30日，该资产包资产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
为1026708.98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或资产主要分布在辽宁省内
沈阳、大连、鞍山、营口及铁岭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较好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信誉，但交易对象
不得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交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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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属于与参与不良资产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
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得属于本次交易资产所涉及的
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得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得属于其他依
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
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牛经理、刘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72
电子邮件：niumu@cinda.com.cn、l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

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61、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wangyinhui@cinda.com.

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鞍山太平洋实业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10516.96万
元,其中：本金为2950.00万元。债务人位于辽宁省鞍山市，该债权由鞍山利
迪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并以辽阳运迪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设
备设置抵质押担保。该项目目前已取得胜诉判决并进入强制执行程序。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较好的经济实力和
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交易对象不得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交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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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属于与参与不良资产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
人员；不得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得属于本次交易资产所
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得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得属于其他
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20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

异议请与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牛牧，吕国华，刘剑波，刘慧
联系电话：024-22518972,024-22518960,024-22518957,024-22518972
电子邮件：niumu@cinda.com.cn,lvguohua@cinda.com.cn,

liujianbo@cinda.com.cn,l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七层

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wangyinhui@cinda.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本人赵美艳在2019年5月29日认购中南玖熙墅商品房5#-2-2/302，票据号0401119，
由于本人原因票据丢失，金额为贰拾肆万壹仟玖佰叁拾玖元，备注：票据丢失导致出现问
题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李文博警官证丢失，声明作废。
▲辽宁省沈阳第一监狱李文博警号21010248丢失，声明作废。
▲大石桥市安泰运输有限公司辽HC0863营运证丢失，声明作废。
▲刘俊生警官证遗失，证号：21080072，声明作废。
▲本人于克宏不慎丢失恒大世界城项目，辽宁京丰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收据号：
5713176，收据金额：贰拾伍万陆仟肆佰叁拾壹元整，房号36-6号楼35-1，特此声明收据
原件作废。

遗失声明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11月1日，2020辽宁省暨沈阳市第
二届全民冰雪运动会“冰雪运动进
家庭”启动仪式在沈阳五里河公园
速滑场地举行。来自沈阳市的 40
余组家庭在现场专业教练的指导
下，尽情体验冰雪运动带来的激情
与快乐。

活动现场，组织者精心设置了
陆地冰壶、陆地冰球、越野滑轮装
备、滑冰毯等冰雪运动设备及器
材，由冰雪运动专业教练员现场教
学。沈阳华城小学三年级学生刘
展麟向记者表示：“滑冰毯太有趣

了，能够在陆地上体验滑冰。天气
越来越冷了，我渴望去真冰场滑
行，体验冰上飞舞的感觉……”

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
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王冬表
示，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我省
冰雪运动逐渐升温，为使冰雪运动
向四季拓展，积极响应国家“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号召，辽宁
省全民冰雪运动会应运而生，其中

“冰雪运动进家庭”项目旨在推动
冰雪运动在家庭中普及、推广，让
更多的家庭体验冰雪运动、参与冰
雪运动。

我省“冰雪运动进家庭”活动启动

这可能是今年最特别的一场
马拉松，在安全防控的前提下，万
人奔跑顺利进行，大型体育赛事正
常化迈出了关键一步。11月1日，
2020 无锡马拉松安全重启，给其
他马拉松赛事树立了榜样。

难得的是，在没有特邀国外选
手参赛的情况下，国内选手发挥出
色，业余顶尖高手李子成以2小时
14 分 50 秒的成绩获得男子组冠
军，上届全运会女子万米冠军、辽
宁田径队队员李丹获得女子组冠
军，成绩是2小时33分16秒。

自今年1月厦门马拉松之后，
国内马拉松赛事处于停滞状态，无
锡马拉松是本年度第一场重启的
马拉松赛事，报名成绩在2小时20
分以内的中国选手多达20人。事
实证明，这些精英选手的状态似乎
并未受到长时间无比赛的影响。

杨定宏的成名之战就在 2017
年无锡马拉松，当时他跑出了2小
时13分40秒的成绩。在本次赛事
中，杨定宏和李子成的比拼持续到
30 公里才分出高下，提速后的李
子成将最后路程变成了单人领
跑。李子成曾经是中国马拉松队
的一员，2013年全运会后，李子成
因伤提出退役，一年后走上了个体
职业化道路，2018 年和 2019 年他

两度拿下无锡马拉松国内冠军，在
本次比赛摘得桂冠后，李子成取得
了“无锡马拉松国内冠军三连冠”
的成就。

李子成没有教练，但训练非常
刻苦。这对于大众跑者是一种鼓
舞，只要训练严格、自律、科学，完
全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相应的回
报。这也正是近年来中国大众跑
者水平稳步提升的原因所在。除
了精英选手的成绩不错，无锡马拉
松更大的收获在于具有示范意义，
超过2万人的参赛规模，足以为其
他办赛方提供诸多借鉴之处。西
安马拉松、成都马拉松、南京马拉
松、上海马拉松也将在11月举办，
同样是超过 2 万人报名参与的比
赛，下个月的广州马拉松赛预计有
3万人参加。

各地逐渐恢复马拉松赛事，对
跑步爱好者是个积极信号，对全民
健身将起到促进作用。特别是马
拉松牵动的直接和间接产业链比
较庞大，与之相关的体育产业也会
为赛事恢复而欣喜。赛事归来令
人高兴，确保安全仍然是重中之
重，一是普通跑者的安全意识还需
加强，再者防疫这根弦绝不能放
松，赛前、赛中和赛后的防疫措施
都要落实到位，不能有一点马虎。

万人马拉松成功恢复

大型赛事正常化迈出关键一步
本报记者 黄 岩

法甲：大巴黎连胜挡不住

11月1日，在2020-2021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九轮比赛中，巴黎
圣日耳曼队客场以3∶0战胜南特队，该队在联赛中取得七连胜。图为巴
黎圣日耳曼队球员姆巴佩（前）在比赛中主罚点球命中。

中超“争九”竟然也踢得火花四
溅，对球迷来说，这是喜闻乐见的事
情。不涉及冲冠和保级的排位赛，却
成了真刀真枪上阵的练兵场。在中超
联赛第一阶段，河南建业队是苏州赛
区的第八名，天津泰达队是大连赛区
的第八名，状态低迷。可到了第二阶
段，两队令人刮目相看，不但以最快速
度保级，接下来在排位赛中又冲过了
一关，出现两大“黑八”争第九的局面。

11 月 1 日，河南建业队与广州富
力队再次交手，本场比赛总共出现 6
张黄牌 2 张红牌，可谓激烈。广州富

力队两名球员都是2黄变1红，先是队
长弋腾，他在上半场就曾因为在禁区
内拉倒卡兰加，送给对手点球的同时
被裁判出示黄牌。巧合的是，下半场
他又在卡兰加身上吃到黄牌。一名后
卫被罚出场还不算什么，广州富力队
的另一名中卫托西奇随后也领到本场
比赛的第二张黄牌。9 人应战，无力
回天，广州富力队两度领先，被两度扳
平，最后被反超，以总比分3∶5把河南
建业队送上了更高的排位赛。

天津泰达队闯过大连人队这一
关，比赛场面同样火爆，据中超官网赛

后的统计，一场比赛一共出现了10张
黄牌、3张红牌，这也足以证明这场排
位赛的火气不小。火爆之后，也该平
心静气研究后面的比赛。非常有意
思，河南建业队和天津泰达队两支善
于保级的球队在第九名、第十名排位
赛中相遇。

更有意思的是，河南建业队的前
任主教练是王宝山，天津泰达队的现
任主教练也是王宝山，两队的交手，被
调侃为“王宝山德比”。那么问题来
了，接下来哪支球队会赢？事实上，河
南建业队身上依旧保存着王宝山给这

支球队带来的韧性和狠劲。第二阶段
首轮对阵石家庄永昌队，河南建业队
舍弃控球权，防守反击打的得心应手；
第二轮淘汰广州富力队，防守强度同
样令对手恼火。

天津泰达队在第二阶段爆发要得
益于成功补充战斗力，艾哈迈多夫加
盟，引进外援苏亚雷斯，蒋圣龙、宋岳
等新内援担任主力，球队的阵容等于

“换新”。王宝山在天津泰达队一改以
往套路，用进攻完成了保级。排位赛
也许没有保级战和争冠战那样牵动人
心，但细细体味，自有精彩。

两支善于保级的球队争第九

“王宝山德比”谁会赢
本报记者 黄 岩

CBA最前线

新赛季开始后，无论辽宁男篮
比赛打得怎样，主教练杨鸣在赛后
的新闻发布会上总是要对比赛进行
比较详尽的总结。11月1日与青岛
队的比赛，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辽
篮几乎都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对
于这样一场完美的比赛，杨鸣变得

“惜字如金”。
“球员很好地执行了准备会的

布置，整场比赛大家拼得非常好。”
杨鸣对于比赛的评价，只有这么一
句。受到杨鸣的影响，等到郭艾伦
发言时，他也只说了一句：“我也没
啥说的，比赛打得挺好。”将帅点评

比赛只用了不到一分钟。事实上，
辽宁男篮此役发挥非常出色，几乎
全场都保持极高的防守专注度。在
最能体现团队篮球的数据助攻上，
辽宁男篮以 32∶12 遥遥领先，这不
能不说是球队战术和执行力的巨大
成功。

由于球队里有许多年轻球员，
杨鸣喜欢多指出球队的问题。在顺
利拿下对青岛队的比赛之后，杨鸣
也要避免球员沾沾自喜。作为主教
练，这个“度”必须要拿捏好。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 李 翔
电自诸暨

比赛打得太好

杨鸣居然“无话可说”

继上一场面对南京同曦队得到
30分、12次助攻之后，11月 1日，郭
艾伦又砍下26分、10次助攻的两双
数据，而这一次的两双含金量更高，
因为对手是拥有双外援的青岛队。

在郭艾伦的带动下，辽篮打出
了让人信服的团队篮球，全场助攻
数32∶12遥遥领先，最终以126∶103
大胜青岛队，豪取开局七连胜。在
赛前训练时，郭艾伦的左手小拇指
缠着胶布，这说明他手指的伤仍然
没有痊愈。在本场比赛中，却丝毫
看不出手指伤势对郭艾伦手感的影
响。在进攻端，郭艾伦进攻手段多
样，三分球两投两中，尤其在转换进
攻中发挥出自己的特点。郭艾伦全
场得到的26分中，有14分来自于快
攻。青岛队队员往往只能用犯规来
阻止郭艾伦发起冲击，为此还多次
送给郭艾伦“2+1”机会。

事实证明，郭艾伦仍然是国内
最擅长抓反击机会的后卫之一。难
能可贵的是，在手风极顺的情况下，
郭艾伦没有沉迷于个人表现，而是
把梳理球队进攻放在第一位，他送

出10次助攻，几乎相当于青岛队全
队的总和。

在郭艾伦的带动下，辽篮屡屡获
得空位机会，自始至终保持着极高的
命中率，投篮命中率为55％，其中三
分球23投11中，已经接近50％。另
外，郭艾伦在比赛中也显示出一名老
队员应有的担当。每当年轻队员在
攻防中出现问题，他都会利用形成死
球后的机会与他们交流。甚至在一
次突破制造罚球之后，站在罚球线
上的郭艾伦还“一心二用”，指出吴
昌泽刚才防守时出现的失误，而这
也不耽误他稳稳地两罚两中。

可以说，这才是人们期待见到
的郭艾伦。虽然经常要面对一些不
公平的评论，但郭艾伦是目前辽篮
无可争议的核心，在被赋予这样地
位的同时，郭艾伦确实也有责任带
领球队去取得更大的突破。所谓能
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就是这个道
理。也许面对弱队时，辽宁男篮不
需要郭艾伦太惊艳的发挥就能赢下
比赛，但到了强强对话时，郭艾伦的
价值总会得到充分的体现。

又砍两双 球队七连胜

郭艾伦赢球不忘指导年轻球员

11月 1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 2020-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第一阶段第七轮比赛中，辽宁男篮战胜青岛队。图为辽宁男篮球员
张镇麟（上）在比赛中扣篮。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