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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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路通告
因隧道提质工程施工，定于2021年4月20日至2021年6月30日

对集本线大凹岭隧道进行半幅封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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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溪满族自治县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1年4月17日

封路通告
因隧道提质工程施工，定于2021年4月20日至2021年6月30日

对集本线新开岭隧道进行半幅封闭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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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溪满族自治县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

2021年4月17日

1. 大连兴龙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债权，截至
2021 年 3 月 30 日，债权本金 380.19 万元，利息
888.32万元，孳生息390.11万元，其他债权11.04万
元，债权合计 1669.66 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担
保，抵押人为大连金龙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王宗
武。债权已诉讼执行。

2. 鞍山市鼎达实业公司，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债权本金 1200 万元，表外利息 565.96 万元，孳
生利息 1671.96 万元，债权总额 3437.92 万元。贷
款方式为保证担保，保证人为鞍山市肉食制品公
司、鞍山味邦集团有限公司。债权已诉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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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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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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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半年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其他双方协商的付
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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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9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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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先生、岳女士
联系电话：0411-83670660

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大连中正鑫源贸易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签订了《债权转
让协议》，依照《民法典》第五百四
十六条，平安普惠公司将其对债
务人金永力享有的主债权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正
鑫源公司。平安普惠公司特公告
通知债务人金永力。中正鑫源公
司作为上述债权资产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债务人金永力从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中正鑫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确定的还款
义 务（中 正 鑫 源 公 司 电 话 ：
15044113896，地址：大连市西岗
区珠海街4号2单元401室）

特此公告。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大连中正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9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大连中正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与尹志华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依照《民法
典》第五百四十六条及相关规定，
中正鑫源公司将其对债务人金永
力享有的主债权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尹志华。中正
鑫源公司特公告通知债务人金永
力。尹志华作为上述债权资产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金永
力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立即向
尹志华履行主债权合同确定的还
款 义 务 。（ 尹 志 华 电 话 ：
15044113896，地址：大连市西岗
区珠海街4号2单元401室）

特此公告。
大连中正鑫源贸易有限公司

尹志华
2021年4月1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对大连兴龙
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鞍山市鼎达实业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20 日，2021 赛季中超联赛将掀开战幕。
在“解散”“降薪”“更名”“扩军”以及在疫情影
响下的“赛制”等诸多关键因素的冲击下，新
赛季中超联赛正在历经一场外界看得见、摸
得着的蜕变，中超联赛的泡沫正在逐渐变
小。而这也让中超联赛生出一丝陌生感。争
冠、保级等联赛格局也将发生较大变化。

赛场向球迷开放
尽最大可能堵住赛制漏洞
20 日 19 时 30 分，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将现场直播今年中超联赛揭幕战，广州队
VS广州城。值得一提的是，从揭幕战开始，
新赛季中超联赛将有序对球迷开放。开幕
式及揭幕战将开放3万人现场观赛。球迷购
票采用电子票的形式，每个身份证可以购买
一张球票，票价 240 元、160 元及 80 元不等。
新赛季虽然仍采取分段赛会制，但30轮比赛

更为科学、合理，避免上赛季有球队只赢一
场即保级的“闹剧”，尽最大可能堵住赛程赛
制的漏洞，令联赛终于向“杯赛赛制”说再
见。目前比赛暂定分三个阶段进行，广州、
苏州成为首个阶段的两个赛区，共 14 轮比
赛，各组内部进行双循环比赛。中国足协日
前向外界透露，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不断好
转，今年中超联赛不排除恢复主客场制的可
能性。

降薪发挥威力
豪门球队大牌外援纷纷离去
在限薪、限投等政策施行后，本赛季中

超不光没有了超级外援的加入，胡尔克、特
谢拉等合同到期的大牌外援纷纷离去成为
趋势。以往大手笔引援的俱乐部如广州恒
大、大连人等奉行“只出不进”政策，其他俱
乐部引援也更趋理性。

遍观联赛各队，新赛季所引进的外援
新面孔不多，多是各家俱乐部之间的互相

“挖人”，比如河南的巴索戈转投上海申花、
上海申花的姆比亚加入武汉等。另一方
面，由于新赛季放宽了引援名额限制，加上
不少俱乐部解散或退出，不少球员获得自
由身。收获最丰的是幸运获得中超递补资
格的沧州雄狮、武汉队、青岛队，引援几乎
达到两位数。

大批球员离队肯定会让广州队实力受
损，加上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无法按时归
队，这让主教练卡纳瓦罗面临着不少问题。
拥有多位归化球员，广州队仍被外界视为夺
冠最大热门，但其整体实力下滑，被山东、上
港、北京等队迫近已是客观事实。此外，深
圳等队在强力增强补弱后，整体实力亦不容
忽视。这几支队伍不出意外将构成今年中
超联赛的争冠军团。

保级压力大大降低
年轻球员有了更大的舞台
2022赛季中超将“扩军”至18支球队，因

此本赛季的升降级制度也发生较大变化——
中超取消了直接降级名额；中甲前两名直接升
上中超；中超倒数第一和第二的球队将与中甲
第三和第四名球队踢附加赛，胜者获得下赛季
中超联赛参赛资格。如此一来，中超球队新赛
季降级压力大减，保级军团的生存压力得到缓
解，年轻球员将得到更多上场机会。

从各队报名名单来看，今年不少“00后”
球员进入各队大名单，最突出的是广州恒大
和大连人。广州队直接从恒大足校选拔 10
名球员进入一线队；大连队的报名名单中，
15 名 U23 球员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他球队
也是如此，大面积选调年轻球员入队，而这
些年轻球员恰恰是中国足球的未来！

赛制漏洞少了 豪门泡沫小了 保级压力降了

中超新赛季迎来三大蜕变
本报记者 朱才威

19 日的 1/4 决赛，辽宁男篮是名义上
的主队，但因为赛区所在地诸暨是浙江广
厦队的主场，因此辽篮实际上相当于客场
作战。在此情况下，铁杆辽篮球迷的加油
助威必不可少。尽管是在对方的“地盘”，
但预计会有近300名辽宁球迷从全国各地
赶到诸暨，为辽篮加油。

据了解，到现场加油的辽篮球迷主要
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浙江、上海、江
苏等地工作的球迷，这些球迷的组织名叫

“星火燎原”，数量在 200 人左右。每次辽
篮在江浙沪地区比赛，他们都会到现场加
油。另外一部分就是近百名从辽宁出发前

往诸暨的球迷，提前两天抵达诸暨的球迷
老胡告诉记者：“虽然本场比赛浙江球迷人
数肯定占优，但辽篮球迷不在多而在精。
这么多年季后赛，大家有丰富的助威经验，
组织协调肯定可以做得很好。”

68 岁的球迷老李最近几个赛季的辽
篮季后赛场场不落，19 日的比赛，他那标
志性的“辽宁篮球——必胜”的口号，就会
回响在暨阳学院体育馆的上空。“辽篮球迷
的球票基本买在同一区域，这样更方便我
们统一加油，力争把客场变成主场。”老李
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李 翔 18日电自诸暨

球迷欲扮演辽篮“最佳第六人”

新华社马德里4月17日电 2020-2021赛
季西班牙国王杯决赛 17 日在塞维利亚卡尔图
哈球场进行。巴塞罗那 4∶0 大胜毕尔巴鄂竞
技，第31次在该项赛事夺冠。

本场是巴塞罗那历史上第 42 次打入国王
杯决赛。比赛中，格列兹曼首开记录，德容传
射建功，梅西则梅开二度。这也是巴萨在科曼
领导下拿到的首个冠军。而第 39 次杀入国王
杯决赛的毕尔巴鄂竞技本月初在 2019-2020
赛季国王杯决赛中输给了皇家社会，仅两周
后，他们又在同一片场地上再次与奖杯擦肩
而过。

巴萨在开场不久便觅得破门机会，第五分
钟，德容的一脚射门打在门框上。此后双方机
会寥寥，上半时战成0∶0。

下半时巴萨逐渐掌控节奏，并在第60分钟
打破僵局。德容右路横传门前，格列兹曼小禁
区边缘将球推入近角。仅 3 分钟后，巴萨再入
一球，德容接阿尔巴左路斜传近距离头球破网，
将比分扩大为2∶0。

梅西此后在 4 分钟内两度攻破对手城门，
引领巴萨锁定胜局。第68分钟，阿根廷人在右
路与德容做出连续踢墙配合后突入禁区，带球
晃开角度后于小禁区前沿打球门左下角得手；
第 72 分钟，他又接阿尔巴左路传中低射破网，
将全场比分定格为4∶0。

巴萨夺得队史
第31座国王杯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18日，中超大
连人俱乐部对外宣布，何塞正式出任球队主
帅。据了解，何塞目前已完成医学隔离观察，即
将进驻赛区与球队会合。

何塞·冈萨雷斯 196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
西班牙，球员时期先后效力过加迪斯、马洛卡、
阿尔瓦赛特、巴列卡诺、马拉加等球队。2001
年开启执教生涯，先后执教过西乙联赛的加迪
斯、科尔多瓦、穆尔西亚等球队，以及西甲球队
阿尔瓦赛特、格拉纳达和马拉加队。

何塞与中国的足球之缘可追溯至 1997
年，当年他加盟甲 A 球队天津三星，并在当
赛季结束后宣布退役。转型为教练员的何
塞，于 2014-2015 赛季出任中超北京国安队
助理教练，2017 和 2020 赛季作 为 主 教 练 分
别执教北京国安队和武汉卓尔队。何塞团
队对于中超联赛十分熟悉，这有助于其在
较短时间带领球队做好新赛季备战工作。
同时，何塞也将延续球队此前的建设思路，
给予年轻球员更多成长机会，为球队的长远
发展积蓄力量。

压哨公布新赛季主帅

大连人队由何塞掌舵

巴塞罗那队球员皮克（右上）、朗格莱（右
下）与毕尔巴鄂竞技队球员劳尔·加西亚争顶。

欧陆烽火

CBA最前线

4 月 19 日，辽宁男篮将在 1/4 决赛迎
战浙江广厦队。在特殊的赛制之下，这是
辽宁男篮季后赛的第一场，也有可能会是
最后一场。与广厦队的比赛之后，辽篮还
能不能留在季后赛的赛场上征战，主要取
决于内线的表现。

在 CBA 赛场上，广厦队可以说是辽
篮的老对手。近两个赛季，辽篮和广厦队
在常规赛交手6次，广厦队赢了5场，其中
就包括本赛季双杀辽篮。在本赛季 18个
对手中，辽篮常规赛唯一没有战胜的就是
广厦队，而一场定胜负的1/4决赛，辽篮就

要和广厦队过招，难度可想而知。
在本赛季的两次交手中，广厦队的

赵岩昊大放异彩，核心后卫孙铭徽和小
外援费尔德也有非常亮眼的发挥。可以
想见，在 19日的比赛中，这几名球员仍然
会给辽篮制造巨大的威胁。不过，虽然
广厦队后卫线实力不俗，但 19 日比赛的
胜负手却并不在外线，而是内线。毕竟
本赛季的广厦队是整个 CBA最不喜欢投
三分球的球队，胡金秋领衔的内线才是
球队打开胜利大门的钥匙。在 17日与吉
林队的比赛中，广厦队之所以能笑到最

后，独得26分、17个篮板的胡金秋无疑是
第一功臣。

尽管在常规赛MVP的评选中输给了
吴前，但胡金秋本赛季的确打出了 MVP
级别的表现。在和辽篮的两度交手中，胡
金秋一共砍下53分、19个篮板，可以说以
一己之力打穿了辽篮的防线。实事求是
地讲，对于胡金秋这样的球员，无论辽篮
怎样重点防守，不让他拿到“20+10”的数
据是不可能的。辽篮需要做的，就是限制
胡金秋的前场篮板。否则的话，好不容易
防守下来的球，被对手抢到前场篮板二次

进攻打进，对球队的士气将是一个极大的
挫伤。

值得注意的是，广厦队内线不仅拥有
胡金秋这样的超级球星，人员厚度也与辽
篮不分上下，拥有许钟豪、李金效、吴骁、
孙椿棚等一批身体条件出色的内线，在防
守端会对韩德君造成极大的消耗。因此，
19 日的比赛，辽篮必须摆正心态，要像守
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后场篮板。只有
这样，辽篮才有可能战胜强大的广厦队，
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李 翔 18日电自诸暨

内线比拼决定辽篮1/4决赛命运

在距离“黑九奇迹”只有一步之遥的时
候，北京队还是倒在了终点线前方。4 月
18 日，在 CBA 季后赛 1/4 决赛的第一场，
依靠威姆斯的准绝杀，广东队以 104∶103
逆转北京队，率先杀入四强。

失去了马尚·布鲁克斯这个最稳定的
得分点之后，广东队在攻击端威力骤降。
面对以防守见长的北京队，广东队很难打
出最擅长的攻守转换，大多数时间是在和
对手磨阵地。全场比赛，双方一共犯规67
次，两队加在一起有 85 个罚球，从中不难
看出“京粤大战”有多么惨烈。

通过压节奏和战术犯规让广东队打得
别扭，北京队已经成功了一半。第三节，北
京队进攻端屡次打出“神仙球”，最多时领先
优势达到14分。比赛最后时刻，广东队国内
球员中突破能力最强的赵睿六犯离场，卫冕
冠军已经游走在被淘汰的边缘。但在这个

时候，北京队开始接连犯错。终场前17秒，
北京队103∶102领先，杜润旺运球失误，在北
京队一个短暂停之后，刘晓宇在接底线发球
的时候居然出现低级失误，球权转换。接下
来，威姆斯跳投打铁，徐杰送麦克雷上罚球
线，而麦克雷竟然两罚不中。抢到后场篮板
后，威姆斯直接快攻抛投得分。

即便这样，北京队仍然有3.7秒的时间完
成反绝杀，可是在又一次暂停之后，北京队最
后一攻的选择居然是麦克雷强行出手超远三
分……就这样，北京队一次又一次浪费机会
之后，广东队连续19个赛季杀入四强。

北京队此役虽然未能上演“下克上”的
好戏，但是北京队顽强的防守对辽篮而言
不无借鉴之处。而广东队在濒临绝境的时
候再一次力挽狂澜，显示出“十冠王”的强
大底蕴，这是值得辽篮好好学习的。

本报记者 李 翔 18日电自诸暨

致命失误葬送北京队好局

广东队球员威姆斯（中）在比赛中上篮。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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