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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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分公司拟对大连船舶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单户公开转让，资产情况简述如下：

一、债权资产情况
（一）资产名称：大连船舶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
资产总额：截至 2018 年 9 月 11 日，债权本金 5468.39 万元，利息

（含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4198.21 万元，债权总额
9666.60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

担保及诉讼情况：
抵押：抵押物系抵押人大连方元水务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辽宁省

瓦房店市太阳工业园区兴工大街 9号的框架结构办公楼 3栋，（权证
号瓦房执字第 5005931，面积 2781.35 平方米、权证号瓦房执字第
5005932，面积 3280.24 平方米、权证号瓦房执字第 5005934，面积
3354.4平方米）面积合计9415.99平方米；权证号瓦房执字第5005933，
钢架结构厂房一栋，面积6000平方米；及其名下出让性质工业用途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38332.54平方米。

保证：保证人王海、宋医春，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已诉讼，执行中。

（二）资产名称：大连华特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
资产总额：截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债权本金 5679.38 万元，利息

（含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4692.08 万元，债权总额
10371.46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

担保及诉讼情况：
保证：保证人隋作伟，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已诉讼，执行中。

（三）资产名称：大连联众海富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
资产总额：截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债权本金 9460.38 万元，利息

（含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9026.66 万元，债权总额
18487.04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

担保及诉讼情况：
抵押：抵押物系抵押人大连船舶配套产业园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主城区出让性质的商业用途国有土地使用权
100002平方米。

保证：保证人王海、宋医春，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已诉讼，执行中。

（四）资产名称：大连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
资产所在地：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
资产总额：截至 2021 年 3 月 20 日，债权本金 9967.76 万元，利息

（含罚息、复利、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12131.55 万元，债权总额
22099.31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

担保及诉讼情况：
抵押：抵押物系抵押人大连联众海上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

下位于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综合区城镇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权
138849平方米。

保证：保证人抚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方式为连带责
任保证。该企业已停止经营活动。

已诉讼，执行中。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

gwamcc.com）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二、处置方式
单户处置，债权不限于拍卖、挂牌、协议转让等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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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公告刊登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五、交易条件
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款方式。
其中，大连船舶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大连华特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大连联众海富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大连隆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3户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
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的书面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
告活动的书面举报。

以上债权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实际应以借款借据或借款合同的
约定或相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孔先生 联系电话：13940960981
传真：0411-83679009
通信地址：大连市西岗区花园广场1号 邮政编码：11601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联系人：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1年4月1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
大连船舶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我分公司拟对拥有的雪龙黑牛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昌运燃料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进行单户
或批量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

截至基准日2017年10月16日，对债务人雪龙黑牛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债权合计1883.72万
元，其中本金1695.67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人为雪龙黑牛股份有限公司。抵押物为位
于大连普湾新区炮台镇的车间、宿舍等4556.83平方米，土地9409平方米，设备267台套。对债
务人大连昌运燃料有限公司拥有债权合计1804.57万元，其中本金1500.00万元。担保方式为
抵押和保证，担保人为王铁明、魏雪梅。抵押物为王铁明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华北路216号的
临街公建1008平方米。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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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拍卖、挂牌转让、公开竞价等。
公告有效期限：10个工作日，即从2021年4月14日至2021年4月27日。
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曲先生、孟先生，联系电话：0411-83601585、8370383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11-83012886
联系地址：大连市西岗区更新街51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2021年4月14日

封路通告
因阜新市辽小线细河堡桥危桥重建引道工程施工需要,拟

对该线（桩号：K103+250 至 K103+430 及 K103+820 至 K104+

000）段施行半幅封闭施工。封闭日期：2021 年 4 月 15 日至 2021

年5月15日。

道路封闭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现场行车警示标志减速安全

通行。

阜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新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

北京中鑫伟业公路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中北建工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4日

遗失声明
▲车牌辽 HJ2263 道

路运输许可证丢失

作废。

▲赵立业道路运输

许可证丢失作废。

▲车牌辽 HX477 挂

营运证丢失作废。

带着 2∶1 的比分回到主场，上半
场连丢两球，下半场将总比分扳平，加
时赛绝杀……

这样跌宕起伏的剧情，发生在东
京奥运会预选赛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
第二回合比赛中。4 月 13 日，凭借核
心球员王霜的一次助攻、一个进球，中
国女足2∶2战平韩国女足，以4∶3的总
比分战胜对手，“铿锵玫瑰”即将在东
京奥运会的赛场上绽放。

作为中国女足锋线上的一把利
刃，王霜在中韩女足第一回合交锋中

点球绝杀对手，让人们看到了她的“大
心脏”，在苏州进行的中韩女足第二回
合比赛中，王霜的作用更加明显。两
球落后，濒临绝境，尽管中国女足在下
半场打出了绝地反击的气势，却无法
对对方球门形成实质上的威胁。这个
时候，有着旅欧经历的王霜体现出球
星本色，她的一脚任意球和一脚禁区
外远射制造了两个进球，帮助中国女
足逆转了不利形势，成功晋级东京奥
运会决赛圈。

比赛结束的那一刻，中国女足主

教练贾秀全也忍不住泪流满面，与队
员们相拥庆祝。

在中国女足冲击奥运会的历史
上，说这次是最艰难的一次，当不为
过。去年年初，疫情导致王霜和姚伟
等球员无法与球队会合，中国女足在
阵容不整的情况下迎来奥运会预选
赛小组赛。

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中国女足
在酒店被隔离 8 天无法外出。无奈
之下，教练组只能通过微信群讲解战
术。为了保持身体状态，队员们只能

在酒店走廊里铺上瑜伽垫，进行简单
的力量训练。由于没有足够的器械，
大多数时间是徒手进行，而颠球几乎
是保持球感的唯一方式……

中国女足没有被困难击倒，而是
牢牢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一次次渡过
难关。4 月 13 日的比赛，上半场被对
手连进两球，下半场又险些失球，换作
其他球队，恐怕早就崩盘了。

但中国女足没有认输，她们逆境
爆发，加时赛中越战越勇，艰难淘汰对
手，再次展现了铿锵玫瑰的风采。

扼住命运咽喉 加时赛绝杀

铿锵玫瑰逆境绽放挺进奥运会
本报记者 朱才威

4月13日与天津队的比赛，辽
宁男篮以114∶106获胜，新加盟球
队的大外援杰里米·泰勒替补登
场，上演了代表辽宁男篮的首秀。
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完全体”的
辽宁男篮终于亮相。

泰勒是在比赛第三节中段替
补登场的，在7分36秒的出场时间
里，泰勒 4 次投篮全部“打铁”，只
贡献了3个篮板和2次助攻。

由于久疏战阵，泰勒的身体状
态并不理想，即便与国内球员对
位，泰勒也没有表现出很强的背身
单打能力。考虑到19日就要进入
季后赛模式，辽宁男篮恐怕不会在
进攻端给泰勒太多的战术地位。

但是，当内线拥有泰勒这样的
大外援，辽宁男篮可以让后卫线

“双子星”和张镇麟同时在场，在进

攻中保持强大的火力。
正是郭艾伦、赵继伟、张镇麟、

付豪和泰勒这套阵容在场上时，辽
宁男篮开始打破比赛胶着的局面，
逐渐拉开分差。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有泰勒在内线牵制对手，付豪
在场上更加活跃，二人还上演了一
次经典的“内传内”配合，第一次代
表辽宁男篮比赛就和队友“擦出火
花”，并不容易。

综合来看，与 4 年前在 CBA
效力时相比，泰勒的身体状态没有
恢复到最佳，竞技水平有所下降。
在季后赛，泰勒的定位大概是内线
的轮转队员，帮助教练组通过不同
的阵容搭配，让球队拥有更多的战
术变化。如果想在下赛季球队阵
容中占有一席之地，泰勒必须在防
守端拿出令人信服的表现。

泰勒首秀表现低于预期

“完全体”辽篮未让人眼前一亮
本报记者 李 翔

依靠第三节打出 35∶22 的攻击
波，辽宁男篮以114∶106击败天津队，
本赛季横扫对手，以六连胜结束了常
规赛。总体来看，本场比赛辽宁男篮
的主要目的在于磨合阵容，同时也暴
露一些问题。

其实，此役辽宁男篮有不少亮点，
比如丛明晨延续了良好的状态，成为
球队稳定的得分点。另外，付豪让人
看到了他上赛季场均“19+9”的影
子。不过，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辽宁男
篮本场比赛的表现未能让人满意，在
距离1/4决赛只有6天的情况下，球队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辽宁男篮超强阵容的威力

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在泰勒加盟之
后，辽宁男篮的阵容空前豪华，本场比
赛的第一节，辽宁男篮甚至采用了“五
上五下”的换人模式。但不得不说，目
前球队三外援的配置并没有达到预期
的效果。泰勒因久疏战阵失去了投篮
感觉，梅奥和弗格此役的手感也非常
糟糕，3 名外援在三分线外一共 11 次
出手，只有梅奥在终场前命中了一个
三分球，这样的表现的确不合格。三
外援配置是辽宁男篮的阵容优势，在

季后赛怎样发挥这个优势，使其与球
队发生“化学反应”，需要辽宁男篮教
练组好好设计一下。

其次，郭艾伦的表现还是有些挣
扎。郭艾伦虽然得到全场最高的 22
分，贡献了5次助攻，并投进了复出后
的第一个三分球，但失误高达7次，其
中相当一部分属于“非受迫性失误”。
要知道，和上一场比赛的对手北控队
比起来，天津队此役的防守动作相当

“客气”，但在此情况下郭艾伦的进攻
效率仍然欠佳，特别是以往把握极大
的突破多次失手，这不能不让人担

忧。作为球队进攻的主要发起者，郭
艾伦在季后赛一定会面对更加凶狠的
防守，如果他不能恢复到赛季初的状
态，对辽宁男篮来说会是一个棘手的
问题。

和常规赛比起来，辽宁男篮在季
后赛的犯错空间非常有限。尤其 1/4
决赛是一场定胜负，任何一个微小的
失误都有可能让球队一个赛季的努力
付之东流。所以，今后几天的备战对
于辽宁男篮而言非常关键，只有正视
自己的不足，找到解决办法，才能在季
后赛走得更远。

给辽篮收官战找不足

三外援当与球队发生“化学反应”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4月
13 日，2021 赛季中甲联赛第一阶
段赛程公布，C组武汉三镇队与北
京理工队的比赛之前将举行开幕
式，同在C组的辽宁沈阳城市队新
赛季首秀被安排在4月26日，对手
为贵州队。

按照赛程安排，4 月 24 日 16
时，四川九牛队与陕西长安竞技队
的比赛将是新赛季中甲联赛的揭

幕战。4月26日19时35分，辽宁沈
阳城市队首轮比赛对阵贵州队，上
赛季中甲联赛两队就被分在同一
小组，共进行3场比赛，辽宁沈阳城
市队的战绩为1胜1平1负。

本赛季首秀后，辽宁沈阳城市
队将分别与北京理工队、苏州东吴
队、武汉三镇队和黑龙江冰城队过
招，进行双循环对决，C组第一阶段
的10轮比赛将于6月9日全部完成。

中甲第一阶段赛程公布

城市队首战贵州队

4月13日，中国队球员（红衣）在比赛中庆祝进球。中国队球员王霜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辽宁沈阳城市队第一阶段赛程

4月13日，辽宁男篮球员弗格（中）从天津先行者队球员刘伟（左）手
中断球后进攻。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19:35 辽宁沈阳城市VS贵州
15:30 北京理工VS辽宁沈阳城市
15:30 苏州东吴VS辽宁沈阳城市
19:35 辽宁沈阳城市VS武汉三镇
15:30 黑龙江冰城VS辽宁沈阳城市
19:35 贵州VS辽宁沈阳城市
19:35 辽宁沈阳城市VS北京理工
19:35 辽宁沈阳城市VS苏州东吴
15:30 武汉三镇VS辽宁沈阳城市
19:35 辽宁沈阳城市VS黑龙江冰城

4月26日
5 月 1 日
5 月 6 日
5月 11日
5月16日
5月20日
5月25日
5月30日
6 月 5 日
6 月 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