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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与辽宁祥佳泰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长资辽合字

[2021]36-1号）,我公司对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享有的主、从债权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至辽宁祥佳泰商贸有限公司。现通知下列借款人及

担保人自债权转让之日起向现债权人辽宁祥佳泰商贸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及该债权项下的其他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由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公告清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1年4月29日

借款人名称

辽宁鼎华盛经贸有限
公司

担保人名称

辽宁鼎华盛经贸有限公司、凌海鑫华硅业有限公司、兴城市鼎
锋矿业有限公司、黄素华、沈阳清华同方信息港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5,571,703.15

利息

26,739,249.70

垫付费用

182,135.00

基准日

2021年4月10日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2019年版）》等有关规定，本着公开、公

正、公平的原则，我局拟协议出让3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将有关情况公示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

二、公示期：2021年4月29日至2021年5月13日
三、意见反馈方式：在公示时限内，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对本公示所列内容有异议的，请以书面方式提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单位地址：瓦房店世纪广场一号 邮政编码：116300 联系电话：0411-85615944

瓦房店市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29日

序号

1

2

3

拟用地单位

瓦房店德刚机动车检测有
限公司（温兴政）
范胜义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拟用地位置

瓦房店市祝华街道办事处北共济街北段39号南
侧
祝华办事处八里村

祝华办三家村

用途

工业（扩建厂房项目）

工业（原划拨工业改制项目）

工业（原划拨工业改制项目）

用地
面积

538

10170

49445

建筑
面积

756

4383.78

46924.8

使用
年限

50年

50年

50年

容积率

1.41

0.43

0.8

土地出
让价款

19.37

366.12

2027.25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营口市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一期）浮渡河口-
白沙湾修复区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见（http://xrd.yingkou.gov.cn/001/001005/20210428/823860ce-938a-4bea-

aec7-8076ef80c02c.html）附件1。如需查阅纸质报告，可与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联系。
建设单位：营口仙人岛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陈沿龙，15134237784
编制单位：广东三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张工，020-89805780，16266455@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范围：征求公众对项目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
征求意见公众范围：项目周边其他可能受项目影响的用海单位、个人，或关心本项目环境保护工作的

其他公众。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详 见（http://xrd.yingkou.gov.cn/001/001005/20210428/823860ce- 938a- 4bea- aec7-

8076ef80c02c.html）附件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封路通告
因公路施工，需要对沈环线阿家岭

旧隧道及引线处实施全幅封闭施工，请

由本溪开往北台方向车辆绕行至新隧

道。封闭时间：2021年 5月 10日至 2021

年6月9日。

沈环线阿家岭新隧道及引线处实施

半幅封闭施工，请由北台开往本溪方向

车辆减速慢行，按施工现场设置的交通

标志行驶。封闭时间：2021年 6月 10日

至2021年6月20日。

辽宁顺鑫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28日

封路通告
根据省交通主管部门计划，经锦州市交警部门批准，将

对锦州市省道阜锦线（渤海大道）南山隧道实施单向封闭施
工。单侧隧道封闭时，另侧隧道正常通行。5月8日-5月
24日，封闭西侧隧道，5月25日-6月8日封闭东侧隧道。

绕行方案：一、西侧隧道封闭期间，北向南车辆请由光
彩立交桥向西经省道大养线（南广路西段）向南山监狱方
向，再经县道锦西线至北三道壕汇入阜锦线（渤海大道）。

二、东侧隧道封闭期间，南向北车辆请由阜锦线（渤
海大道）北三道壕处进入县道锦西线经南山监狱后，再经
省道大养线（南广路西段）至光彩立交桥。
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锦州市交通运输保障中心

2021年4月29日

遗失声明
营口广集运输有限公司辽 H3T99挂营运证丢

失，声明作废。

单位：平方米/万元

作为中国“三大球”唯一在奥运赛场获
得过冠军的队伍，中国女排的一举一动备受
国人关注。目前，中国女排已经抵达日本，
准备与日本队的奥运会测试赛。随着东京
奥运会临近，主帅郎平心目中的最佳12人名
单逐渐浮出水面。

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的交锋，将于 5
月 1 日在东京有明体育馆上演，这是专为
东京奥运会启用的一座新场馆。这场奥
运测试赛将是中国女排在奥运会正式开
打前唯一一次适应场地机会。对于已经

长时间没有参加正式比赛的中国女排来
说，这也是在国际赛场的复出之战。要知
道，她们上一次参加的正式国际比赛还是
2019 年女排世界杯，距离这次奥运测试赛
相隔了 580 天。

参加本次测试赛，中国女排的主要任务
是了解环境、熟悉场地。因此，郎平本次挑
选的队员将大概率参加东京奥运会，否则也
就失去了“测试”的意义。这一次，郎平带上
15名队员——主攻：朱婷、张常宁、李盈莹、
刘晏含；副攻：颜妮、袁心玥、王媛媛、杨涵

玉；接应：龚翔宇、栗垚；二传：丁霞、姚迪、刁
琳宇；自由人：王梦洁、倪非凡。

征战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只能有 12
名队员出征，最终，郎平还需要从这份 15人
名单中减去3人。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
女排最终名单由 4 名主攻、3 名副攻、2 名二
传、2名接应和1名自由人构成。

所以，我们不妨大胆预测：郎平只需从
当前的 15 人名单中减去一名副攻、一名二
传及一名自由人。

在副攻位置上，颜妮、袁心玥早已坐稳

主力位置，王媛媛、杨涵玉将面临直接竞
争；二传位置，丁霞是头号主力，姚迪为主
力替补，刁琳宇则恐位置不保；王梦洁、倪非
凡两名自由人，大概只能有一人出征东京奥
运会。

如此推算，中国女排最终参加奥运会的
大名单上，或许将是这12名队员：朱婷、张常
宁、李盈莹、刘晏含、颜妮、袁心玥、王媛媛、
龚翔宇、栗垚、丁霞、姚迪、王梦洁。不出意
外，3位辽宁女排队员丁霞、颜妮、刘晏含将
携手出战东京奥运会。

中国女排新名单解析

辽宁女排三将有望携手征战奥运会
本报记者 朱才威

本报讯 记者朱才威报道 全国青少年U
系列冰球锦标赛辽宁赛区选拔赛日前在沈阳冰
纷万象滑冰场落幕。共有3支U12年龄组球队、
4支U10年龄组球队参加本次选拔赛。通过比
赛选拔，入选球员将在7月代表我省参加于西宁
和武汉举行的全国青少年冰球U系列比赛。

省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随着北京冬奥会日益临近，冰
雪运动热潮在全省急剧升温，举办本次比赛，是对
我省青少年冰球运动的一次大检阅，旨在发现、发
掘优秀的冰球好苗子代表辽宁征战全国比赛，借
此推动我省冰球运动竞技水平的提升。

据该负责人介绍，冰球是冰雪运动中的集
体项目，冰球队的团队凝聚力不仅会影响集体
中每个成员的态度、行为和成绩，而且会影响到
集体管理工作、训练活动和比赛过程的整体效
果。经过多年的培育，越来越多的我省青少年
体会到，冰球是一项能够全面培养身体素质、意
志品质和团队协作精神的运动，参与其中能够
体验到这项运动充满速度与激情的独特魅力。

我省选拔青少年
冰球选手

首回合告负后，辽宁男篮已经没有退
路。29日与广东队的第二场比赛，辽宁男篮
只有放下包袱调整心态，严格执行战术纪
律，通过积极防守带动进攻，做好每一个细
节，方能在三战两胜制的总决赛绝处逢生。

客观而言，27 日与广东队的比赛，辽宁
男篮在防守端的表现还算合格，主要输在进
攻遇阻后频频被对手打反击上，这种局面很
大程度上是心理因素所致。全场比赛，“紧
张”二字写在辽宁男篮每一名球员的脸上。
韩德君、郭艾伦、赵继伟是球队的核心球员，
而且几乎全程经历了此前6个赛季四番征战

总决赛的辉煌。但匪夷所思的是，在总决赛
首战，这3名球员竟然在上半场一分未得，这
在辽宁男篮的历史上十分罕见。

除了心理之外，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主教练杨鸣还提到了导致失利的一个关键因
素：执行力。可以说，辽宁男篮的整体实力并
不比广东队差，阵容厚度甚至还略强，但在球
队的战术纪律性上，双方完全不在一个层面。

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比赛结束前不
到两分钟时，郭艾伦投中三分球，辽宁男篮将
比分迫近到只差3分。但此时，场上的辽宁男
篮球员短时间内出现了精力不集中的情况，威

姆斯趁机快速进攻打成“2+1”，浇灭了辽宁男
篮的反扑势头。如果当时辽宁男篮队员能打
起精神及时回防，比赛的结果或许会有所不
同。而且，在上半场结束前，辽宁男篮就犯过
一次这样的错误，在一场比赛里被同一块石头
绊倒两次，这不是一支成熟球队应有的表现。

对于球队的问题，杨鸣心知肚明：“广东
队真正实力强大的地方在于球员的执行力
和对细节的把控，关键场次就看谁犯错少，
谁的执行力强，第二场比赛我们必须要加强
执行力。”

29日的比赛，辽宁男篮从一开场就要坚

决贯彻教练意图，把战术严格执行下去，千
万不能再犯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在战术
层面，首先要严密盯防对手的外线，继续遏
制对手的三分球。其次，广东队的快速反击
基本由威姆斯和赵睿发起，辽宁男篮要找准
需要重点防守的球员，才能在源头上减缓对
手的进攻速度。

本报记者 李 翔 28日电自诸暨

调整好心态+强化执行力

期待辽篮次战绝地反击

CBA总决赛：辽宁VS广东导视
DAOSHI

今日19时35分

辽宁卫视体育频道直播

这支辽宁男篮阵中大多数球员缺乏季后赛经
验，在总决赛首战交出“学费”，并非不可理解。在
这个时候，需要老队员承担责任，站出来率领球队
绝地反击。

在辽篮的12人名单中，不乏韩德君、郭艾伦、赵
继伟和刘志轩这样有着多年大赛经验的球员，他们
都以主力或者替补的身份随辽宁男篮从2014-2015
赛季开始6年4进总决赛，韩德君甚至在2007-2008
赛季就曾打入总决赛。当年轻球员在广东队高强
度防守面前惊慌失措时，就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将站
出来稳定军心。

27日的比赛，替补出场的郭艾伦是全队发挥最
出色的一个。在第三节，郭艾伦独得15分，帮助球队
紧咬比分，留住了比赛悬念。

总决赛首战，韩德君和赵继伟无疑非常失意。
前者在广东队的包夹之下无法靠近篮筐，后者全场
比赛只靠罚球得到两分，而且深陷犯规泥潭。平心
而论，这几乎是韩德君和赵继伟本赛季打得最糟糕
的一场比赛。总决赛次战，相信他们的表现会有提
升，或许他们会成为辽宁男篮的变数。

在27日比赛的最后时刻，刘志轩命中一个三分
球，尽管为时已晚，但也说明他绝非“廉颇老矣”。
刘志轩曾经入选过国家队，不仅是一位后场的“万
金油”，也是一个稳定的外线得分点。在主攻点受
到对手严密防范的情况下，总决赛次战，辽宁男篮
可以考虑增加刘志轩等替补球员在进攻端的战术
地位，如果有更多的“奇兵”站出来，辽宁男篮就有
机会赢得胜利。

本报记者 李 翔 28日电自诸暨

总决赛经历可助球队闯难关

辽篮老将需要挺身而出

辽宁男篮球员赵继伟（前）在27日比赛中。

辽宁男篮球员韩德君（左）在27日比赛中上篮。 辽宁男篮球员郭艾伦（左）在27日比赛中突破。

4 月 28 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
国运动会田径项目测试赛暨 2021 年田径分区
邀请赛（西北赛区）男子组 200 米决赛中，新疆
队选手叶鹏飞以 21秒 33的成绩获得冠军。图
为叶鹏飞在比赛中。

全运会测试赛
叶鹏飞200米夺冠

新华社马德里4月27日电 欧冠联赛半
决赛27日展开首回合的一场较量，西甲球队皇
家马德里主场1∶1战平英超球队切尔西。

切尔西队在开场后反客为主向皇马球门施
压，第14分钟，客队大举进攻，普利西奇接长传
突入禁区左路，晃倒库尔图瓦后于点球点附近
将球打入空门，助切尔西以1∶0领先对手。

皇马在此后错过进球机会，本泽马禁区外
的一记劲射打在球门门框上弹出。第29分钟，
本泽马小禁区边缘停球后凌空将球扫入球门。
此后双方再无建树，1∶1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皇马战平切尔西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