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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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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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百田房产开
发有限公司等2户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8月11日，该资产包资产
总额为23171.31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沈阳地区。该资产
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签署相关合同的主体资
格、有权受让标的资产、已获得签署和履行合同的相应授权或批准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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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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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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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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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所涉及
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收
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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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经理、于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97、22518985
电子邮件：zhaochengke@cinda.com.cn、yuhaip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沈阳市浑南区营盘北街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4-22518916、22518961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oyang@cinda.com.cn、

wangyinhu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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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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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亿家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12月31日，该资产包
债权总额为30485.75万元,本金为22000.0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
要分布在辽宁省鞍山市市辖区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中国境内
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良好的社会信誉等
条件，但国家公务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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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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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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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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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标的所
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其他依据法律法规不得
收购、受让债权标的的主体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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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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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龙 韩晶 联系电话：0411-82816590,0411-82816590
电子邮件：zhanglong2@cinda.com.cn,hj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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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我公司受托在中拍平台paimai.caa123.org.cn对以下资产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一：抚顺高新区南外环路南侧，纬二路北侧土地使用权，面积约：92498

平方米，土地性质：出让；房屋建筑面积约：11171.5平方米（无证）；部分机器设备、
存货原材料等整体拍卖。起拍价：3863.052万元，保证金：800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3月23日10时，公告期、展示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1年3
月2日至2021年3月22日15时止。

标的二：库存原材料煤，约600吨（以实际检斤为准）,起拍价：400元/吨，保证
金：5万元。

拍卖时间：2021年3月12日10时，公告期、展示期及保证金到账期：2021年3
月2日至2021年3月11日15时止。

请有意竞买者持有效证件和保证金到我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可到标的现场
查看。

详情请登录网站。网址：www.fsprec.net
联系人：孙先生 葛先生
联系电话：024-53910061、15841342443

抚顺市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日

遗失声明
▲赵洋身份证丢失，证件号：220422199405294716，特此声明。

▲沈阳市于洪区伟伟综合批发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号2101143302242），

声明作废。

▲沈阳市于洪区伟伟综合批发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号2101143302242），

声明作废。

3 月 1 日，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同
意承办2021赛季中超联赛的函由媒
体披露，其中的内容包括：新赛季中
超仍然采取赛会制，两个承办城市为
广州市和苏州市，开幕日期暂定为4
月20日。

与此同时，媒体披露了中超球队
入驻赛区时间表：第一阶段4月15日
入驻，比赛打到 5月 18日；第二阶段
6 月 18 日入驻，比赛进行到 7 月 30
日；第三阶段 8月 10日入驻，比赛进
行到 9 月 21 日；第四阶段 10 月 26 日
入驻，12月5日全部比赛结束。

随着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
赛第二阶段比赛确定于 5 月 31 日开
启，中超联赛采用赛会制尽快开赛是
大势所趋，一是能够让国脚们找到比
赛状态，二是尽量避免开赛晚造成赛
程安排过于紧张。

中超开赛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各
俱乐部的准入资格。2 月 28 日是中
国足协宽限后的各俱乐部递交准入
材料的截止日，根据流程，各地足协
和中国足协需要对俱乐部递交的材
料进行审核，预计在 3月 20日前后，
中国足协会公布审核结果，给各参赛
队留出一个月的备战时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江苏队和天津
津门虎队大概率将退出，按照顺序，
已经更名为沧州雄狮队和浙江队的
原石家庄永昌队和浙江绿城队最有
机会递补，但对这两支原本要出征中
甲联赛的球队来说，只要中国足协一
天不官宣，他们就一天不敢引援，因
为中超与中甲有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外援的人数，不过，现在海外转会窗
口已经关闭，想增加力量也只能在国
内“淘宝”了。

赛会制比赛 广州苏州承办

新赛季中超联赛提前布局
本报记者 黄 岩

CBA最前线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发布了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10余个项目的
竞赛规程，对大部分项目增设了体能
测试环节。值得一提的是，男、女排
成年队的参赛名单中至少要有 4 名
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小将。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今年
9 月 15 日至 27 日在陕西省举行，其
中排球项目已确定于4月打响4个组
别的预赛，目前报名各个组别的队伍
已经明确，每个组别的分组抽签仪式
将于3月3日举行。

今年全运会的大部分项目加入

了体能测试环节，排球项目的体能测
试将在预赛之前进行，通过体能测试
的运动队才能参加预赛。体能测试
项目共有 5项，包括 30米跑（站立式
起跑）、助跑摸高、半“米”字移动、正
面双手实心球掷远（2kg），以及耐力
跑（男子 1500 米、女子 800 米），运动
员需选择其中 4 项参加测试。获得
世界三大赛（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
界杯赛）冠军的国家女排现役运动员
免于体能测试。

与此同时，中国排协也公布了
2021年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人组

预赛的队伍，分别是江苏队、上海队、
辽宁队、北京队、浙江队、天津队、福
建队、山东队、河南队、广东队、云南
队等 15 支队伍。将有 8 支队伍进入
本届全运会的决赛圈，有7支队伍将
在预赛结束后被淘汰。

无论预赛分组抽签结果如何，辽
宁女排及天津、江苏、上海等球队晋级
八强几乎没有悬念。卫冕冠军江苏女
排在蔡斌教练的指教下，打造出一套
强有力的阵容，通过在联赛中的历练，
球队的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而且
有张常宁、龚翔宇、刁琳宇和倪非凡四

大国手坐镇，是本次全运会的夺冠热
门之一。天津女排同样国手云集，李
盈莹、王媛媛、姚迪和陈博雅目前都在
国家队进行集训，实力不容小觑。上
海女排虽然以老将为主，但是经验丰
富，技术细腻，再加上高意和欧阳茜茜
加入，球队的实力提高了一大块。

辽宁女排则有丁霞、颜妮等国手，
如今又有重炮手刘晏含加入，拦网有
颜妮，进攻有刘晏含和胡铭媛，再加上
二传手丁霞的调动，晋级前八的可能
性极大。据了解，辽宁女排的目标是
在今年的全运会上力争夺取奖牌。

预赛前增设体能测试环节

辽宁女排力争夺取全运会奖牌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一场邻国的马拉
松比赛，在国内长跑圈
中掀起讨论。2 月 28
日，在日本第 76 届琵
琶湖马拉松比赛中，铃

木健吾以2小时04分56秒的成绩夺
得冠军，创造新的日本男子马拉松纪
录。原纪录是大迫杰在去年 3 月东
京马拉松赛上跑出的 2小时 05分 29
秒，日本马拉松纪录一破再破，让人
看到该国马拉松水平之高。

铃木健吾的成绩有多厉害？可
以这么说，历史上共有 58 位运动员
跑进过 2 小时 05 分，铃木健吾是第
59 位，排在铃木健吾之前的运动员
绝大多数来自两个国家——长跑王
国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这对一直
对标和追赶日本的中国马拉松而言，
显然难度在加大。

正因如此，铃木健吾的成绩迅速
在中国马拉松从业者和爱好者群体
中引发热议，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
不仅让我们进一步看到明显的差距，
更看到中国马拉松运动在经历了最
近一轮的高速发展后，仍然有非常巨
大的发展空间。

中国马拉松的真正爆发，应该从

2015年算起，在之后的5年中，中国马
拉松的赛事数量、级别以及办赛质量
都有了傲人的成就，在中国马拉松运
动及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马拉松竞
技水平也开始呈现整体抬升的趋势。
虽然十几年前的男子和女子马拉松全
国纪录至今还未被打破，但具备较高
竞技水平的选手人数在稳步增长。

以男子马拉松为例，在 2019 和
2020 赛季已经有多位选手达到 2 小
时 08 分的水平，其中董国建在 2019
年柏林马拉松赛的成绩为 2 小时 08
分28秒，非常接近全国纪录。 从日
本琵琶湖马拉松赛的届数就能看出，
日本能够不断涌现优秀的马拉松跑
者，依靠的是持续了几十年的跑步热
潮，这股热潮持续不断，使越来越多
的业余跑者“进化”成顶尖高手。

与日本马拉松进行对比，中国马
拉松确实存在差距，但中国马拉松从
未放弃追赶。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下
个月的奥运会选拔赛，是中国马拉松
成绩捅破窗户纸的时候了。目前中
国马拉松运动员已有相当水准，打破
2小时 08分 15秒的全国纪录并非不
可能，一旦打破全国纪录，“破茧”意
义十分重大。

中国马拉松已到“破茧”时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第十
四届全运会将于2021年9月15日至
27 日在陕西省举行，组委会近日公
布了篮球项目的竞赛规则。最受关
注的男篮成人组比赛改为由 U22 组
出战，但允许4名超龄球员参赛。

本次全运会，男子篮球比赛设立
两个组别，分别为 U22 和 U19，其中
U22组（1999年1月1日以后出生）允
许的超龄球员最多 4 人。女子篮球
比赛设立成年组和 U19 组，其中成
年组 199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运
动员至少报名4人。

与往届全运会不同，本届全运会
篮球比赛新增了体测内容。规则规

定，每名运动员只有体测总分不低于
60 分，才能拿到全运会参赛资格。
体测内容为：坐位体前屈、腹肌耐力、
背肌耐力、卧推、YOYO跑。

辽宁男篮在2017年的天津全运
会上历史性地拿到男篮成年组金牌，
展望陕西全运会的 U22 组比赛，辽
宁男篮同样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目
前辽宁男篮阵中的张镇麟、吴昌泽在
本赛季 CBA 联赛中表现抢眼，他们
均为 U22 组别的适龄球员。至于超
龄球员方面，韩德君、郭艾伦、赵继
伟、付豪等球员都是热门人选。此
外，上届全运会代表辽宁男篮出战的
周琦届时很可能再次回归。

十四运篮球出台新规

辽宁男篮可组强大阵容

争锋

ZHENGFENG

与福建队的比赛还有1分28
秒结束时，付豪接张镇麟传球上
篮得到 2 分，这是辽宁男篮的一
小步，却是付豪本人的一大步。

事实上，付豪此役的登场方
式有些意外。第三节后半段，刚
刚替补韩德君出场的朱荣振在争
抢前场篮板时不慎踩到胡珑贸脚
上导致受伤，主教练杨鸣示意付
豪登场，付豪就这样在没有做好
准备的情况下迎来了辽篮首秀。

尽管付豪的比赛态度非常端
正，但他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完全
融入球队。在7分17秒的出场时
间里，付豪 3 投 1 中，得到 2 分、2
个篮板和 1 次抢断，数据并不出

色，可以说付豪的首秀谈不上成
功。但需要考虑到的是，付豪此
前在训练中崴伤了脚，目前尚未
完全康复，这多少会影响他在比
赛中的技术动作。

作为一名全明星级别的优秀
国产内线，相信付豪在痊愈后可
以尽快完成自我调节。

赛后消息显示，朱荣振经初
步诊断为崴脚，未伤及骨头，但也
需要休息一两周。因此，接下来
辽篮面对10天内连打5场硬仗的

“魔鬼赛程”时，付豪要承担更多
的责任。对付豪个人而言，这虽
然是个挑战，但也有助于他加速
与辽篮的磨合。

打开得分账户 数据不算出色

付豪意外上演辽篮首秀
本报记者 李 翔

在 3 月 1 日辽宁男篮与福建
队比赛之前，人们恐怕很难想到
比赛的主角会是赵继伟。从韧带
损伤的伤势走出来的赵继伟仿佛
悄然升级，在40分钟的出场时间
里，得到全场最高的 37 分，这也
打破了他不久前才创造的个人
CBA 单场得分纪录。依靠赵继
伟的神勇表现，辽宁男篮从第二
节开始牢牢掌握场上局面，最终
以110∶97轻松获胜。

比赛开始前，现场转播镜头给
到梅奥时，人们发现他身穿便装坐
在广告板后面，这意味着他此役不
会登场，辽篮只能以全华班阵容出
战。尽管从沈阳出发时，人们发现
梅奥走路腿脚有些不便，但当他
真的高挂免战牌，不少球迷对此
感到担心，毕竟对手福建队阵容
非常整齐，辽篮以全华班出战，多
少还是有压力的。

比赛的第一节证明人们的担
心并非多余，缺少了梅奥这个外

线最稳定的得分点，辽篮首节结
束时落后 5 分。从第二节开始，
赵继伟接管了比赛，他在三分线
外精准的投篮让福建队防不胜
防，辽篮很快完成从追平到反超
的过程。除了自己得分，赵继伟
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职工作——
助攻，他一次纵穿半场与张镇麟
完成空中接力的助攻，完全可以
入选本赛季五佳球，这也让坐在
场下的梅奥眉开眼笑。

看到赵继伟手感火热，主教
练杨鸣在第四节大局已定的情况
下并没有换下他，而是让他在场
上继续刷新纪录。

全场比赛，赵继伟两分球 6
投 3 中，三分球 16 投 8 中，罚球 8
罚7中，以极高的效率砍下37分，
打破了两个多月前与江苏队比赛
时 30 分的个人 CBA 单场得分纪
录。此外，赵继伟还有6个篮板、
3次助攻和5次抢断，他以这种方
式宣告自己强势归来。

第二节起接管比赛

赵继伟打出职业生涯代表作
本报记者 李 翔

福建队球员田桂森（左）防守辽宁男篮球员赵继伟。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