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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所有球队都对核心球员有所依赖，但这个度必须掌握好。
如果核心球员在一些并不重要的比赛中消耗过大，关键比赛受
伤的风险势必会增加。

打出团队篮球，分担核心球员的压力，让年轻球员尽快成
长，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战略选择。辽宁男篮需要做的，是磨炼出更多的技
战术，让郭艾伦和韩德君得到适当休息，二人偶尔缺阵时球队也能顶得住。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风险提示：
本次处置为债权转让，并非转让对应的已抵押实物资产（如有），债权交割以现状为准。
本交易项下的不良资产将按其现状出售，本公司不对资产的状况做任何声明或保证。
三、对交易对象的要求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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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处置方式：公开处置。

自2020年11月20日起至2020年12月21日止，公告期内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5858-3132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联系人：邹先生，联系电话：024-86284760
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2020年12月21日
债权详细信息，请投资者与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拥有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等4户不良债权，拟进行公开打包
处置，现予以公告。

一、交易条件
上述债权打包进行转让，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资金来源合法，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二、债权资产情况
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4 户不良债权尚欠本金共 1972160267.85 元，利息共

75514841.67元，其他费用共726948.00元，债权总计2048402057.52元。上述本金利息数据为我分公司内部数据，实际金
额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为准。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债务人名称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沈阳）有限公司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有限公司

辉山乳业（沈阳）销售有限公司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锦州)有限公司

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沈阳)有限公司

本金（元）
500,000,000.00

50,000,000.00

656,105,000.00

70,000,000.00

196,354,367.85

499,700,900.00

1,972,160,267.85

利息（元）
20,774,543.54

2,826,767.05

21,654,781.72

3,501,513.30

14,120,924.43

12,636,311.63

75,514,841.67

其他费用（元）
-

-

-

201,050.00

525,898.00

-

726,948.00

债权总额（元）
520,774,543.54

52,826,767.05

677,759,781.72

73,702,563.30

211,001,190.28

512,337,211.63

2,048,402,057.52

担保方式
无财产担保债权

无财产担保债权

无财产担保债权

无财产担保债权

无财产担保债权

无财产担保债权

无财产担保债权

\

备注
无

无

无

无

无

原银行与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辽宁辉山乳业集团
(锦州)有限公司和辽宁辉山乳业集团(沈阳)有限公司分别为商业承兑汇票贴现
方，辉山乳业（中国）有限公司为承兑方。

\

我公司拟对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辽宁省分行收购的
沈阳进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
额3698.64万元，其中贷款本金2233.73万元、利息1464.91
万元。(截至2020年10月20日)。贷款方式为保证，保证
人为辽宁兴科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沈阳兴玖玖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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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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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沈阳进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1月19日，CBA
联盟官方宣布第二阶段联赛赛程。比赛仍将以
赛会制形式在诸暨进行，与此前网传版本略有
区别的是，第二阶段将于 12 月 2 日开赛，2 月 4
日结束，从第13轮打到第38轮。

12 月 2 日，辽宁男篮第二阶段的首战对手
为郭士强执教的广州队，一个星期之后将与新
疆队第二次交手。直到 12 月 22 日的第 21 轮，
辽宁男篮才会迎来又一支传统强队北京队。

按照赛程，2021年1月4日至6日为第二阶段
的休息日，在此之前，辽宁男篮会在1月3日迎战
本赛季风头正劲的浙江稠州队。

1月18日和21日，辽篮会遇到“魔鬼赛程”，
连续与北京队和浙江稠州队交手。2月3日，也就
是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辽宁男篮将挑战
卫冕冠军广东队。

总体来看，CBA第二阶段辽宁男篮的赛程
不算密集，由于八一队临时退出，CBA目前有19
支球队，因此每轮有一支球队轮空。辽宁男篮
在第二阶段有两轮轮空，比赛场次是24场，这也
相当于为球队增加了两次休整的机会。在第二
阶段，辽宁男篮将陆续迎来多场强强对话。

CBA第二阶段赛程公布

辽篮12月2日
迎来首战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第十四届
全运会倒计时 300天之际，辽宁省体育局于
11月19日下午在局机关礼堂召开2020年冬
训动员大会，进一步强化辽宁体育对第十四
届冬运会、东京奥运会和第十四届全运会的
备战和参赛工作。

今年冬训是第十四届全运会前的最后一
个冬训，连接“两个全运”和“两个奥运”，对辽
宁体育参赛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次动
员会是鼓劲加压的动员会，更是激励辽宁健
儿在奥运会、全运会上创造佳绩的誓师会。

2021 年，我省将参加十四冬、东京奥运
会、第十四届全运会三大重要赛事。辽宁体
育的参赛任务是十四冬取得优异成绩，夺取
15枚金牌、50枚奖牌，创造历史最佳成绩；辽
宁体育在东京奥运会大致有10个夺金点，力
争夺取2枚金牌，同时也要加强保障，帮助辽
宁籍但不在辽宁注册的运动员夺取金牌；第
十四届全运会成绩要赶超上届，实现奖牌榜

“保六争四”的目标，同时完成夺取金牌和有
社会影响力项目取得好成绩的双战略。

辽宁省体育局表示，辽宁体育十四冬参

赛工作已经取得较好开局，要延续和保持争
金夺银的势头；东京奥运会要强化组织领导
和工作保障，集中优势确保完成金牌任务；
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夺金任务由沈阳和大连
地区的训练机构各自承担50%。

据了解，十四冬的参赛工作虽然在先期
赛完的项目上获得较好成绩，但赛事延期举
办给备战工作增加了难度；东京奥运会的参
赛任务同样艰巨，我省具备冲击金牌的项目
不多、人员不多；第十四届全运会的备战形
势非常严峻，一是全运会项目设置和参赛政

策对我省不利，二是传统优势项目整体实力
下滑是不得不面对的客观事实，三是本届全
运会我省将面临群雄并起争夺激烈的局面，
四是强化基础体能训练过程中发现备战工
作还存在漏洞。

备战2021年的三项大型赛事，本次冬训
的形势、问题、目标都已清晰，以目前现有政
策和辽宁体育自身综合情况来看，完成任务
指标有一定难度。这就需要辽宁体育人坚
定信心，开拓进取，奋勇搏击，捍卫辽宁体育
的荣誉，夺得干净的金牌，为我省争光。

冬运会要创最佳战绩 奥运会要夺金牌 全运会要赶超上届

辽宁体育吹响三大赛事备战号角

11 月 19 日，国际乒联总决赛在河南郑
州如期开幕，32名运动员一决高下。“没有一
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开幕式上感慨万分，

“没想到今年通往总决赛的道路如此曲折，
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些从全球各地来参赛的
运动员，你们的决心鼓舞了全世界千千万万
的运动员。”

由于今年赛事中断，国际乒联对总决赛
的赛制进行了修改，不设小组赛，直接进入淘
汰赛。取消了双打项目，仅设男女单打比
赛。最近势头正劲的樊振东赢得了总决赛开
门红，他以 4∶0 横扫韩国头号选手郑荣植。
抽签过程中，当郑荣植看到自己与樊振东相
遇时，马上面露苦笑。

比赛中樊振东根本没给郑荣植机会，第
一局双方比分还有些胶着，郑荣植一度把比
分追至6∶7，但樊振东随后连得4分，拿下首
局。次局，樊振东打得郑荣植毫无办法，樊
振东以11∶2轻松拿下。第三局，樊振东继续
压制对手，郑荣植找不到应对之策，樊振东
以11∶5拿下该局。第四局，郑荣植依靠搏杀
追分，樊振东暂停之后稳住心态，以 11∶7再
赢一局，晋级八强！

郑荣植赛后表示，第一场比赛就碰上樊
振东有些遗憾，对方准备得太好了。樊振东
是 2017年、2019年的国际乒联总决赛冠军，
他在赛后表示，自己的整体竞技状态不错，
身体状态也在调整，刚打完世界杯有一些疲
劳，正在积极进行康复治疗。“赢下这场比
赛，主要是自己在打法上积极主动，抓住对
手弱点和漏洞，每局都能迅速建立比分优
势。”樊振东说。

和男乒世界杯比赛不同，国际乒联总决赛
不再空场，现场观众的加油声让樊振东非常感
动，他说：“能在现场观众的关注下打比赛，对
运动员来说是一种很期待的感觉，非常珍惜这
种比赛机会，感谢观众的加油，让我可以在比
赛中释放自己。”

两个星期之前女乒世界杯开幕至今，国
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顿激动的心情
一直持续着。他表示：“看到这次比赛有观
众，我感觉自己又要哭了，今年大家都很辛
苦，运动员 8 个月没有比赛。如今连续 3 场
大赛都在中国完美举行，我心里特别激动，
觉得特别开心。在很多国际赛事还没有恢
复的情况下，乒乓球赛事能够顺利重启令人
欣慰，感谢中国！”

国际乒联总决赛开战 感谢是主题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 CBA 第一阶段比赛中，辽宁男篮在
多项技术统计上位居前列，给人们的印象是
打出了精彩的团队篮球。可事实并非这么
简单，辽篮的统计数据漂亮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前12场比赛硬仗不多。

在CBA，辽宁男篮是一支比较特殊的球
队，对郭艾伦和韩德君两名核心球员的依赖
很严重。近两个赛季，辽宁男篮最有效的进
攻手段就是郭艾伦和韩德君进行挡拆配合，
而在其他球队，这种配合一般由两名外援来
完成。这表明，虽然梅奥是辽宁男篮真正的
外援，但郭艾伦和韩德君才相当于球队的小
外援和大外援。

亟待开发新的外线攻击点
作为辽宁男篮和国家队的主力控卫，郭

艾伦可谓国内篮坛的“流量之王”，场上表现
出色，场外也备受关注。第一阶段最后一场
与青岛队的比赛，郭艾伦没能上场，场上情
况表明郭艾伦对辽宁男篮何等重要。实际
上，如果不是梅奥拼力砍下 48分，辽宁男篮
就要吃到本赛季第二场失利。

从哈德森在辽篮的最后一个赛季起，辽
宁男篮就让国内球员主控，而小外援更多地
打无球，并在防守中弥补三号位的短板，后
来引进史蒂芬森和西蒙斯，也延续着这样的
思路。在此情况下，辽宁男篮不可能选择类
似亚当斯、约瑟夫·杨这种大包大揽的小外
援来和郭艾伦争夺球权。

在目前的辽篮后场球员中，梅奥是高效
射手，赵继伟和刘志轩的主要特点在于串联
球队，只有郭艾伦在进攻中可以被当成小外
援来使用。一旦郭艾伦无法出场，球队的外
线缺少具备控球和得分能力的攻击点，自然
容易被对手针对，开发出新的攻击点才能改

变这种困境。从第一阶段比赛来看，辽篮对
此缺乏解决办法，希望西蒙斯在第二阶段登
场后带来相应的变化。

需对内线球员细化战术安排
对于辽宁男篮来说，韩德君缺阵会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相信已经无须赘述。尽管本
赛季辽篮引进了朱荣振，两位新人张镇麟和
吴昌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韩德君的压力，
但总体上看，韩德君依然是唯一的内线核
心，其他内线球员的战术地位并不清晰。这
不仅增加了韩德君的负担，也会延缓年轻球
员的成长速度。

本赛季的广东队值得效仿。在易建联
受伤又没有大外援的情况下，广东队的内
线只剩下苏伟、曾繁日、杜润旺等角色球
员，但主帅杜锋对他们的使用很有方法，甚
至把“五上五下”这种奇葩的换人战术变成
了常规操作，且每名队员在场上的定位更
加明晰。相对而言，辽篮年轻内线球员的
职责还很简单，主要是抢篮板。

于是，人们看到朱荣振连续被吹罚犯
规的无奈，吴昌泽跑错防守位置的慌乱，最
具进攻天赋的张镇麟被广州队主帅郭士强
评价为“只会抢篮板”……

辽宁男篮对年轻内线的使用仍属“粗
线条”，主要因为赛前准备时间过于短暂，
教练组很难细化战术安排。接下来辽篮应
该根据每名队员的特点，赋予他们相应的
战术地位，在进攻中多开发出类似吴昌泽
投空位三分这样的新战术，在防守端尽量
减少无谓犯规，采取团队防守。

如此操作，年轻队员能够得到更多锻
炼机会，韩德君也乐于偶尔在场下客串挥
舞毛巾的拉拉队队员。

对郭艾伦、韩德君过于依赖

辽篮离真正的团队篮球有多远
本报记者 李 翔

11月19日，在国际乒联总决赛1/8决赛中，陈梦战胜日本选手加藤美优，晋级八强。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上海上港队主教
练佩雷拉将悉尼 FC 队形容为“澳超最强的球
队”，他很了解这个对手，去年亚冠联赛小组赛，
上海上港队就同悉尼 FC 队分在一组，结果客
场 3∶3、主场 2∶2两度战平对手，双方在那两场
比赛踢得大开大合。

这次交手，平局不是佩雷拉的目标。在积
分榜上，一场未踢的上海上港队已经处在落后
位置。首战即是决战，如果第一场比赛不能拿
到 3 分，小组出线将相当困难。好在上海上港
队经受住考验，以2∶1顺利过关。

奥斯卡因伤缺阵，削弱了上海上港队的战
斗力。比赛开局阶段，上海上港队踢得较为狼
狈，开场不久就出现后防失误。比赛第8分钟，
悉尼 FC 队球员布哈贾尔禁区内接队友传球
后，倒地铲射破门，随后沃兰德头球击中门柱，
又让上海上港队众将惊出一身冷汗。如果两球
落后的话，比赛无疑将变得异常吃力。

随后上海上港队占据上风，比赛第 63 分
钟，穆伊拿球后传中，李圣龙头球攻门扳平比
分。比赛第 78 分钟，又是李圣龙头球破门，改
写比分。比赛最后时刻，悉尼 FC 队门将贝莱
被红牌罚下，上海上港队收获胜利。

首战即决战

上海上港队逆转获胜

上海上港队球员李圣龙（右）与悉尼 FC队
球员威尔金森争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